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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商务局决定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颁布日期 颁布单位 清理结果

1
京商发（储）

〔2001〕62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市级重要商品政府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1.11.26 市商委等 保留

2
京商科技字

〔2004〕20 号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意见 2004.06.15 市商务局等 保留

3
京商交字

〔2004〕55 号
关于印发《洗染行业经营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2004.08.16 市商务局等 保留

4
京商综字

〔2004〕7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建立和完善北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制度的通知 2004.10.26 市商务局 保留

5
京商经字

〔2005〕36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外派劳务培训及考试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5.03.02 市商务局 保留

6
京商秩字

〔2005〕9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大型商场超市卫生间设置与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2005.07.18 市商务局等 保留

7
京商科技字

〔2005〕17 号
关于进一步推动软件企业外包业务贷款担保绿色通道实施的通知 2005.07.27 市商务局等 保留

8
京商交字

〔2006〕20 号
关于印发《便民浴池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 2006.04.12 市商务局等 保留

9
京商秩字

〔2007〕17 号
关于严格控制本市商场超市室内空调温度的通告 2007.05.17 市商务局等 保留

10
京商交字

〔2007〕70 号
关于贯彻实施《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07.24 市商务局等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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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号 文件标题 颁布日期 颁布单位 清理结果

11
京商交字

〔2008〕25 号
关于印发再生资源专用回收车辆、车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8.03.26 市商务局等 保留

12
京商秩字

〔2008〕5号
关于贯彻落实《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2008.05.27 市商务局等 保留

13
京商务服贸字

〔2009〕23 号
关于北京市限制出口技术管理的通知 2009.09.18 市商务委等 保留

14 京商务流通字

〔2011〕1 号
关于推进社区商业便民服务工作的通知 2011.01.26 市商务委等 保留

15
京商务调字

〔2012〕2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预案》的通知 2012.01.11 市商务委 保留

16
京商务外运字

〔2012〕7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印发北京市关于加快外贸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

展方式意见的通知
2012.05.23 市商务委等 保留

17
京商务服贸字

〔2013〕28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医药服务贸易试点单

位认定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3.06.17 市商务委等 保留

18
京商务消促字

〔2014〕2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北京市酒家酒店等级评定机构及相关工作的通知 2014.01.03 市商务委 保留

19
京商务消促字

〔2014〕6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消夏露天餐饮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4.03.28 市商务委等 保留

20
京商务外运字

〔2014〕11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推进京津冀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4.07.10 市商务委等 保留

21
京商务经字

〔2014〕477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落实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号《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通

知
2014.09.24 市商务委 保留

22
京商务经字

〔2014〕478 号

关于执行《商务部、财政部令 2014 第 2号<对外劳务合作风险处置备用金管理办

法（试行）>》有关事宜的通知
2014.10.08 市商务委等 保留

23
京商务经字

〔2014〕498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暂行管理办法（修

订）》的通知
2014.12.25 市商务委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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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京商务服贸字

〔2015〕5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全面下放我市服务外包及软件出口合同登记管理的通知 2015.05.08 市商务委 保留

25
京商务交字

〔2015〕67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做好本市拍卖企业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5.06.05 市商务委 保留

26
京商务消促字

〔2015〕7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做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5.06.16 市商务委 保留

27
京商务安字

〔2015〕2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商业零售和餐饮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建设工作

方案》的通知
2015.09.15 市商务委 保留

28
京商务交字

〔2016〕104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开展生活性服务业示范街区征集培育工作的通知 2016.07.25 市商务委 保留

29
京商务服贸字

〔2016〕26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修订报关出口软件合同登记要求的通知 2016.09.02 市商务委 保留

30
京商务流通字

〔2016〕7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等 6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连锁经营发展的意见》的

通知
2016.09.09 市商务委等 保留

31
京商务外运字

〔2016〕36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等 10 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推进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6.10.21 市商务委等 保留

32
京商务贸发字

〔2016〕66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遴选境外合作组织机构建立

境外北京国际经贸发展服务中心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6.12.15 市商务委 保留

33
京商务外运字

〔2017〕5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2017.02.16 市商务委 保留

34
京商务规字

〔2017〕7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

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中完善便民商业设施若

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7.05.19 市商务委等 保留

35
京商务交字

〔2017〕121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等 12 个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2017.06.05 市商务委等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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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京商务总部字

〔2017〕5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海关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国家

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关于印发《总部企业通关便利化工作措施》的通知
2017.07.31 市商务委等 保留

37
京商务秩字

〔2017〕2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商务领域不良信用记录名单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2017.11.16 市商务委 保留

38
京商务交字

〔2017〕24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等 12 个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家政服务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7.12.01 市商务委等 保留

39
京商务流通字

〔2017〕1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发展环境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7.12.08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0
京商务贸发字

〔2017〕37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等 9 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2017.12.29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1
京商务财务字

〔2017〕47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2018.01.02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2
2018 年联合公告

第 1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服务办

公室 北京海关 天津海关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施的公告

2018.03.18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3
京商务总部字

〔2018〕4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版权局关

于印发《进一步做好总部企业知识产权工作 促进总部经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的通知

2018.04.09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4
2018 年联合公告

第 2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政府口岸服务办

公室 北京海关 天津海关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施的公告
2018.04.12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5
京商务规字

〔2018〕5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民防局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

消防局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利用地下空间补充完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

2018.05.02 市商务委等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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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京商务规字

〔2018〕6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居住配套商

业服务设施规划建设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8.05.02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7
京商务函字

〔2018〕492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文化局 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北京市

新闻出版广电局 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海关 北京外汇管理部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政府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化服务业开放改革 促进北京

天竺综合保税区文化贸易发展的支持措施》的通知

2018.05.22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8 京商务流通字

〔2018〕12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

发《关于推动老字号餐饮技艺传承、保持原汁原味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8.06.14 市商务委等 保留

49
京商务规字

〔2018〕26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

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居住配套商业服务设施改变使用性质及转让工作办理规定的

通知

2018.09.10 市商务委等 保留

50
京商务流通字

〔2018〕2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18.10.10 市商务委等 保留

51
京商务规字

〔2018〕31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实施北京市街

区商业生态配置指标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8.10.11 市商务委等 保留

52
京商务交字

〔2018〕13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

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妇女联

合会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8.10.29 市商务委等 保留

53
京商务物流字

〔2018〕15 号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等 9 部

门《关于推进北京市物流业降本增效的实施意见》
2018.11.01 市商务委等 保留

54
2018 年联合公告

第 3号
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京津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若干措施的公告 2018.12.29 市商务局等 保留

55
京商流通字

〔2019〕7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关于发展连锁经营促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19.04.01 市商务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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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京商规字

〔2019〕5号

北京市商务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社区蔬菜直通车管理的指导意见》的

通知
2019.04.09 市商务局等 保留

57
京商贸发字

〔2019〕12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海关关于印发《关于促进我市商业会展业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暂行）》的通知
2019.05.14 市商务局等 保留

58
京商外运字

〔2019〕32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北京海关关于印发《北京市促

进二手车出口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9.06.17 市商务局等 保留

59
京商函字

〔2019〕724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

的通知
2019.07.09 市商务局 保留

60 京商生活字

〔2019〕13 号
北京市便民店建设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19.08.08 市商务局等 保留

61
京商财务字

〔2019〕7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

补充通知
2019.08.09 市商务局等 保留

62
京商贸发字

〔2019〕22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19 年促进我市商业会展业高质量发展奖励项目的通知 2019.09.26 市商务局 保留

63
京商电商字

〔2019〕21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开展末端配送创新试点

进一步加强快递末端用车、外卖用车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9.12.27 市商务局等 保留

64
京商调字

〔2019〕47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取消和下放石油成品油经营资格审批

权限有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2019.12.30 市商务局 保留

65
京商生活字

〔2020〕1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0.01.14 市商务局等 保留

66 京商综字

〔2020〕1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下稳定商务发展有关措施的

通知
2020.02.20 市商务局 保留

67
京商服贸字

〔2020〕15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服务贸易领域防疫情稳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0.03.16 市商务局 保留

68
京商外运字

〔2020〕6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外贸领域防疫情稳运行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0.03.20 市商务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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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京商财务字

〔2020〕9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0 年度外经贸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 2020.03.24 市商务局 保留

70
京商财务字

〔2020〕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0 年度商业流通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 2020.03.24 市商务局 保留

71
京商物流字

〔2020〕5号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关于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下加强食品冷链物流管理的通

知
2020.08.05 市商务局等 保留

72
京商电商字

〔2020〕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知
2020.09.11 市商务局等 保留

73
京商电商字

〔2020〕16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印发《认定北京市末端配送创新试点点位》

的通知
2020.12.03 市商务局等 保留

74
京商生活字

〔2020〕46 号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商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0.12.11 市商务局等 保留

75
京商财务字

〔2021〕5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1 年度商业流通发展项目的通知 2021.04.01 市商务局 保留

76
京商财务字

〔2021〕6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1 年度第一批外经贸发展项目的通知 2021.04.02 市商务局 保留

77
京商会展字

〔2021〕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1 年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展会发展项目（第一

批）的通知
2021.06.22 市商务局 保留

78
京商外运字

〔2021〕18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进口贴息事项）申报工

作的通知
2021.07.30 市商务局 保留

79
京商财务字

〔2021〕33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外经贸发展资金支持北京市外贸

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1.09.09 市商务局等 保留

80
京商流通字

〔2021〕9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从事拍卖业务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2021.09.10 市商务局 保留

81
京商函字

〔2021〕1056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管理办法（修订）》的通

知
2021.09.11 市商务局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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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京商总部字

〔2021〕18 号

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关于外资研发总部认定事项告知承诺的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
2021.09.18 市商务局 保留

83
京商流通字

〔2021〕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1 年度新消费品牌孵化项目的通知 2021.09.30 市商务局 保留

84
京商电商字

〔2021〕14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做好 2021 年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服务体系

建设资金重点工作的通知
2021.09.30 市商务局 保留

85
京商服贸字

〔2021〕36 号

北京市商务局等五部门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的通知
2021.10.08 市商务局等 保留

86
京商经字

〔2021〕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等三部门关于印发《关于北京市专业服务业助力“走出去”发展若

干措施》的通知
2021.10.19 市商务局等 保留

87
京商会展字

〔2021〕26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市参加第

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征集通知》的通知
2021.11.12 市商务局等 保留

88
京商资发字

〔2021〕14 号
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1.12.09 市商务局 保留

89
京商电商字

〔2021〕18 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关于印发《申报北京市末端共同配送创新试点

点位》的通知
2021.12.16 市商务局等 保留

90
京商经字

〔2022〕1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事项告知承诺实施意见（修

订）》的通知
2022.01.17 市商务局 保留

91
京商电商字

〔2022〕1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鼓励开展 2022 年网络促消费活动培育壮大网络消费市场的通

知
2022.01.26 市商务局 保留

92
京商函字

〔2022〕82 号
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2.01.26 市商务局 保留

93
京商消促字

〔2022〕7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鼓励企业创新开展“2022 北京消费季”促消费活动的通知 2022.01.27 市商务局 保留

94
京商资字

〔2022〕2号

北京市商务局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海关 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外资研发中心采

购进口设备免税资格审核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2.02.10 市商务局等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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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京商消促字

〔2022〕12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公开征集 2022 年度促进绿色节能消费政策参与企业的公告 2022.02.25 市商务局 保留

96
京商消促字

〔2022〕14 号

北京市商务局等十部门关于印发《促进首店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
2022.03.10 市商务局等 保留

97
京商消促字

〔2022〕15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发布 2022 年鼓励首店首发项目征集指南的通知 2022.03.10 市商务局 保留

98
京商服贸字

〔2022〕8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变更-变更总价类（进口）和技

术进出口合同登记、变更-变更总价类（出口）两事项告知承诺实施意见（试行）》

的通知

2022.03.31 市商务局 保留

99
京商消促字

〔2022〕24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实施促进绿色节能消费政策的通知 2022.04.12 市商务局 保留

100
京商生活字

〔2022〕19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调整洗染业经营者备案有关工作的公告 2022.04.20 市商务局 保留

101
京商函字

〔2022〕379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把握 RCEP 机遇 助推“两区”高水平发展行动方案》

的通知
2022.05.11 市商务局 保留

102
京商消促字

〔2022〕29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实施促进绿色节能消费政策的补充通知 2022.06.02 市商务局 保留

103
京商财务字

〔2022〕10 号
北京市商务局关于申报 2022 年度商业流通发展项目的通知 2022.06.06 市商务局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