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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C、房地产市场

1、房地产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1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16

文  号： 建住房[2005]7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涉及的抵押权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试行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4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2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4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22

文  号： 建住房[2005]16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2005年全国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3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6

文  号： 建住房[2004]235号 主 题 词： 权属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2004年全国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2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27

文  号： 建住房电[2005]35号 主 题 词： 房地产税收

公文名称： 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
知》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5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26

文  号： 建住房电[2005]33号 主 题 词： 房价

公文名称： 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
见的通知》的通知



2、房地产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3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16

文  号： 国人部发[2005]9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定》、《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和《物业管理师资格认定考试办法》的通知



10BE、城乡规划

3、城乡规划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2 主题名称： 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2-31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9 主题名称： 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19

文  号： 建规[2005]8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建立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制度的指导意见

索引号： 主题名称： 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2-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黄线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3 主题名称： 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31

文  号： 建科[2005]78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3 主题名称： 城乡规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2-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10BF、建筑市场

4、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7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国人部发[2005]8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勘察设计注册机械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勘察设计注册机
械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勘察设计注册机械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
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8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1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3号

主 题 词： 节能;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4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0

文  号： 建市[2005]20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的
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5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12-1

文  号： 建办市函[2005]72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开展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6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8-5

文  号： 建市[2005]1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立和完善劳务分包制度发展建筑劳务企业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2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11

文  号： 建市[2005]7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工程担保合同示范文本》（试行）的通知



5、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8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发文日期： 2005-7-12

文  号： 建质[2005]11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7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国人部发[2005]8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勘察设计注册冶金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勘察设计注册冶
金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勘察设计注册冶金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
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6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国人部发[2005]8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勘察设计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勘察设计
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勘察设计注册石油天然气
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8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2-4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7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8-12

文  号： 建市[2005]138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8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国人部发[2005]86号 主 题 词：



6、建筑市场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勘察设计注册采矿/矿物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勘察设计注
册采矿/矿物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勘察设计注册采矿/矿物工程
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4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4

文  号： 建市函[2005]32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委托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承担建造师考试注册等有关具体工作的
通知



10BG、工程质量安全

7、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3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4-20

文  号： 建办质函[2005]20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立全国村镇建设工程质量联络员制度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8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7

文  号： 建质电[2005]6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北京市西西工程4号地项目模板支撑系统坍塌事故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7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2-5

文  号： 建办质[2005]7号 主 题 词： 建筑安全

公文名称： 关于建立全国地铁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联络员制度和印发《全国地铁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联络员工作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6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3-29

文  号： 建办质[2005]2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健全建设系统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联系协调制度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2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文日期： 2005-8-9

文  号： 建质[2005]13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1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建质[2005]18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



8、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5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28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1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2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
业发展司,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5-11-3

文  号： 建质质函[2005]13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体质量监督工作指南》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9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6-24

文  号： 建质电[2005]4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严格实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1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
业发展司

发文日期： 2005-12-6

文  号： 建质质函[2005]14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示范文本的通
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4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5

文  号： 建质函[2005]34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式样和资质申请表式样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0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2-22

文  号： 建质[2005]23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开展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6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日期： 2005-1-12

文  号： 建质[2005]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9、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5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05-8-5

文  号： 建质[2005]13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推进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5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9-15

文  号： 建办质电[2005]7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加强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10BH、城市建设

10、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9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3-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4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12-30

文  号： 建办城函[2005]80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转发北京市《关于严格执行<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标准加快淘汰非节
水型生活用水器具的通知》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0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10-13

文  号： 建办城函[2005]61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大力宣传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8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10

文  号： 建城[2005]15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市政公用事业监管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2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5-10

文  号： 建办城[2005]47号 主 题 词：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公文名称： 关于转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5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发文日期： 2005-2-21

文  号： 建城[2005]2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表彰第二批“节水型城市”的通报



11、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1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4-27

文  号： 建办城[2005]3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大力开展宣传贯彻《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活动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8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建设部城
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5-11-9

文  号： 公交管[2005]17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2005年版）及《城市道路
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说明》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6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发文日期： 2005-12-6

文  号： 建城[2005]220号 主 题 词： 供热体制改革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人事部　民政部　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
改革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7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3-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7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25

文  号： 发改价格[2005]220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印发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0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6-21

文  号： 建城[2005]95号 主 题 词：



12、城市建设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表彰全国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颁发“时传
祥奖”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6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6-28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

索引号：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7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6号

主 题 词： 城建档案

公文名称：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2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19

文  号： 建城函[2005]32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表彰全国城市市容环卫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9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8-9

文  号： 建城函[2005]23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照明节电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3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7

文  号： 建城[2005]14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全国城市污水处理情况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9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发文日期： 2005-12-21

文  号： 建城[2005]2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享受与残疾人同样待遇的
通知



10BJ、村镇建设

13、村镇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3 主题名称： 村镇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4-20

文  号： 建办质函[2005]20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立全国村镇建设工程质量联络员制度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7 主题名称： 村镇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9-30

文  号： 建村[2005]17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村庄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



10BK、标准定额

14、标准定额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5 主题名称： 标准定额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8-18

文  号： 建办市[2005]68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监管工作的通知



10BL、节能减排

15、节能减排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3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31

文  号： 建科[2005]78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4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12-30

文  号： 建办城函[2005]80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转发北京市《关于严格执行<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标准加快淘汰非节
水型生活用水器具的通知》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3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6-23

文  号： 建科[2005]98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建设领域资源节约今明两年重点工作的安排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9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8-9

文  号： 建城函[2005]23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照明节电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5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8-18

文  号： 建办市[2005]68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节能标准实施监管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54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4-15

文  号： 建科[2005]55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新建居住建筑严格执行节能设计标准的通知



16、节能减排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5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发文日期： 2005-2-21

文  号： 建城[2005]2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表彰第二批“节水型城市”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6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发文日期： 2005-12-6

文  号： 建城[2005]220号 主 题 词： 供热体制改革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人事部　民政部　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
改革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7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25

文  号： 发改价格[2005]220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印发关于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8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1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3号

主 题 词： 节能;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10BM、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17、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4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4-20

文  号： 建城[2005]5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做好建立《中国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工
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6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6-24

文  号： 建城[2005]97号 主 题 词： 湿地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市湿地公园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8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5-20

文  号： 建城[2005]82号 主 题 词： 湿地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批准设立北京市海淀区翠湖等九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30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2-2

文  号： 建城[2005]16号 主 题 词： 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9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2-3

文  号： 建城[2005]17号 主 题 词： 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公园管理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1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5-10-19

文  号： 建城景函[2005]14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请转发《王凤武副司长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监管信息系统暨数字化
景区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函



10BN、建设科技

18、建设科技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69 主题名称： 建设科技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8-31

文  号： 建质[2005]14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70 主题名称： 建设科技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2-23

文  号： 建质[2005]2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10项新技术推广应用的通知



10BQ、人事教育

19、人事教育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1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25

文  号： 建人函[2005]2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设部内设机构调整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1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3-24

文  号： 建办人[2005]2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2004年全国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情况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2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发文日期： 2005-4-18

文  号： 劳社部发[2005]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3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0-26

文  号： 建人[2005]19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新一届高等学校土建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各专业指导委员会名
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0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12-14

文  号： 建办人[2005]8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做好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25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6-8

文  号： 建办人[2005]5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委托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开展定向培养
建设系统公共管理硕士工作的通知



10BZ、其它

20、其它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6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10

文  号： 建办[2005]205号 主 题 词： 信访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信访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10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5-2-2

文  号： 建城综函[2005]13号 主 题 词： 05工作要点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函

索引号：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7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6号

主 题 词： 城建档案

公文名称：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1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5-11-17

文  号： 建综[2005]20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统计信息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09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5-2-2

文  号： 建城综函[2005]1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4年工作总结》的函

索引号： 000013338/2005-00047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5-4-29

文  号： 建办信[2005]42号 主 题 词： 信访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建设部信访室通信地址等事项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