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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A、住房保障

1、住房保障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5 主题名称： 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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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发文日期： 2007-11-19

文  号： 建住房[2007]25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监察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4 主题名称： 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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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
源部

发文日期： 2007-12-5

文  号： 建住房[2007]27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关于改善
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07 主题名称： 住房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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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
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统计
局

发文日期： 2007-11-8

文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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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
银行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统计
局令第16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10BC、房地产市场

2、房地产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6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察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

发文日期： 2007-3-29

文  号： 建稽[2007]8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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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6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02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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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4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16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4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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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10

文  号： 发改价格[2007]228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5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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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

发文日期： 2007-11-19

文  号： 建住房[2007]25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监察部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人民银行 税务总局关于
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



10BF、建筑市场

3、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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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19

文  号： 建办市[2007]5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有关问
题的补充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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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6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8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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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

文  号： 建市[2007]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文日期： 2007-1-22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商务部令第155
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外商投资建设工程服务企业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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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18

文  号： 建市[2007]24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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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21

文  号： 建市[2007]20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4、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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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21

文  号： 建市[2007]1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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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31

文  号： 建市[2007]19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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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3

文  号： 建市[2007]7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标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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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1

文  号： 建办市函[2007]233 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做好《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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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6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0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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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29

文  号： 建市[2007]8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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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9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第
77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注册监理工程师初始注册人员名单的公告



5、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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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1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4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4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发文日期： 2007-1-5

文  号： 建市[2007]1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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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0

文  号： 建市[2007]10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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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6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9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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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4

文  号： 建市[2007]17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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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2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的决定



10BG、工程质量安全

6、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8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7-12-12

文  号： 建办质电[2007]9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系统暴风雪应对准备工作并报送有关情况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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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9

文  号： 建质[2007]1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学习和贯彻《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8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7-5-29

文  号： 建质电[2007]3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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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21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6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废止《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等部令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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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11

文  号： 建办质[2007]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河南南阳“6.5”塔吊倒塌等事故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6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发文日期： 2007-6-23

文  号： 建质电[2007]4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夏季和汛期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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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0

文  号： 建办质函[2007]727号 主 题 词：



7、工程质量安全

公文名称： 关于调整中央企业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任职资格审批事项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8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

发文日期： 2007-4-16

文  号： 建安办函[2007]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既有建筑装修、改扩建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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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26

文  号： 建质[2007]18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人员考核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7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7-6-15

文  号： 建办质电[2007]4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0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发文日期： 2007-9-12

文  号： 建质电[2007]6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对河南省郑州市“9.6”模板坍塌事故的通
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7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　设　部 发文日期： 2007-3-29

文  号： 建质电[2007]21号 主 题 词： 应急(部门)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地铁建设和运营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2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7-2-15

文  号： 建质电[2007]1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对广西医科大学“2.12”模板坍塌等事故的通报



8、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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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3

文  号： 建质[2007]18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延期工作的指导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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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9

文  号： 建质[2007]25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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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22

文  号： 建质[2007]20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延期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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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3

文  号： 建质[2007]16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近期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倒塌事故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9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建设部,民政部,卫生部,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中国
气象局

发文日期： 2007-3-16

文  号： 建质电[2007]1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民政部 卫生部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中国气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
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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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21

文  号： 建质函[2007]37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考核证书和监督人员资格证书式样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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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6

文  号： 建质[2007]79号 主 题 词：



9、工程质量安全

公文名称： 关于组织开展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10BH、城市建设

10、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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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3

文  号： 建办城函[2007]237号 主 题 词： 节水型城市

公文名称： 关于调整创建节水型城市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及成就展等活动时间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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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28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1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7-10-30

文  号： 建城容函[2007]16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李东序同志在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市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
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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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31

文  号： 建城[2007]25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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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2

文  号： 建城[200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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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节水型城市”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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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9

文  号： 建办城函[2007]42号 主 题 词： 城市数字化

公文名称： 关于加快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



11、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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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3

文  号： 发改价格[2007]119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供热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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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0

文  号： 建城[2007]4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市排水许可证》格式文本和《城市排水许可申请表》推荐格
式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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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4

文  号： 建城[2007]27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全国城镇污水处理信息报告、核查和评估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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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2

文  号： 建办城[2007]3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做好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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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5

文  号： 建城[2007]15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和“城市
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许可证”样式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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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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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6

文  号： 建城函[2007]265号 主 题 词： 无车日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组织手册》的通知



10BJ、村镇建设

12、村镇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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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2

文  号： 建办村函[2007]229号 主 题 词： 新农村建设

公文名称： 关于防范以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村镇建设等名义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7 主题名称： 村镇建设

发文单位： 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7-6-15

文  号： 建办质电[2007]4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农村建房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



10BK、标准定额

13、标准定额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0 主题名称： 标准定额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7-5-19

文  号： 建科[2007]12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聚氨酯硬泡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导则》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1 主题名称： 标准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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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8

文  号： 建标[2007]14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程序规
定》和《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写规定》的通知



10BL、节能减排

14、节能减排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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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13

文  号： 建办城函[2007]237号 主 题 词： 节水型城市

公文名称： 关于调整创建节水型城市十周年总结表彰大会及成就展等活动时间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9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日期： 2007-10-23

文  号： 建科[2007]245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5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7-2-13

文  号： 财建[2007]38号 主 题 词： 可再生能源

公文名称： 财政部　建设部关于加强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5 主题名称： 节能减排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日期： 2007-12-6

文  号： 建科函[2007]369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召开“第四届国际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
览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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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2

文  号： 建城[200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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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节水型城市”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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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26

文  号： 建科[2007]15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
知>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15、节能减排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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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3

文  号： 发改价格[2007]119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供热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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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8

文  号： 建科函[2007]27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民用建筑能耗统计报表制度》（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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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21

文  号： 建科[2007]206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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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31

文  号： 建科[2007]249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导则》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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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21

文  号： 建科[2007]205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试行）的通知



10BM、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16、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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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4

文  号： 建城[2007]14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申办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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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1

文  号： 建城[2007]2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修订《建设部园林绿化一级企业资质申报和审批工作规程》和《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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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8-30

文  号： 建城[2007]21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建设节约型城市园林绿化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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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10

文  号： 建办城函[2007]29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验收考核标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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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11

文  号： 建城[2007]145号 主 题 词： 湿地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同意设立江苏省南京市绿水湾等4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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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6

文  号： 建城[2007]24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监管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



17、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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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3

文  号： 建城[2007]9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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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5-31

文  号： 建城园函[2007]7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城市园林绿化一级企业资质就位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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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6

文  号： 建城[2007]34号 主 题 词： 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公园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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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8

文  号： 建城[2007]27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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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6

文  号： 建城[2007]33号 主 题 词： 湿地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批准设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等12处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97 主题名称： 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
城保护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国家文物局

发文日期： 2007-2-7

文  号： 环发[2007]22号 主 题 词： 风景名胜区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影视
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管理的通知



18、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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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3

文  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信息系统试运行的有关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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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0

文  号： 建城园函[2007]16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管理的有关通知



10BN、建设科技

19、建设科技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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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14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第
65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发布建设事业“十一五”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第一
批）的公告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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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3

文  号： 建质[2007]24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大型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技术进步评价表（试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6 主题名称： 建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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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署

发文日期： 2007-1-5

文  号： 建质[2007]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5 主题名称： 建设科技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华
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日期： 2007-12-6

文  号： 建科函[2007]369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召开“第四届国际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品博
览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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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10

文  号： 建质[2007]22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绿色施工导则》的通知



10BQ、人事教育

20、人事教育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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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7-5

文  号： 建人[2005]11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成立建设部稽查办公室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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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28

文  号： 建人[2007]5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第四届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第二届建设部
高等教育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名单及第二届建设部高等教
育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增补委员名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7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央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全
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中央委员会

发文日期： 2007-3-21

文  号： 建人[2007]8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在建筑工地创建农民工业余学校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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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3

文  号： 建人函[2007]8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普通高等教育土建学科专业“十一五”规划教材选题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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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6-11

文  号： 建人函[2007]20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近期农民工工作要点》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9 主题名称： 人事教育

发文单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
线工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设部

发文日期： 2007-3-3

文  号： 统发[2007]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中共中央统战部、建设部关于实施“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建筑业农民工培
训”项目的通知



21、人事教育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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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4-28

文  号： 建办人函[2007]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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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在建设系统定向培养公共管理硕士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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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7

文  号： 建办人[2007]5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做好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建筑业农民工培训项目考核验收及剩余培训
资金拨付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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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3

文  号： 建办人[2007]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机关、直属单位和社会团体2007年培训计划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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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3-15

文  号： 建办人[2007]1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通报2006年全国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情况和安排2007年工作
任务的通知



10BZ、其它

22、其它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7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7-2-9

文  号： 建城综函[2007]2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26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7-2-6

文  号： 建城综函[2007]1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6年工作总结》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7-00071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7-3-8

文  号： 建办[2007]68号 主 题 词： 城建档案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中小城市城乡建设档案工作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