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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C、房地产市场

1、房地产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2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4-9-21

文  号： 建办住房[2004]78号 主 题 词： 预警预报

公文名称： 关于加快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建设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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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19

文  号： 发改价检[2004]1428号 主 题 词： 物业管理

公文名称：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物业服务收费明码标价规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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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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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6

文  号： 建住房[2004]156号 主 题 词： 物业管理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印发《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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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6

文  号： 建住房[2004]155号 主 题 词： 物业管理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印发《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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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17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5号

主 题 词： 物业管理

公文名称：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



2、房地产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0 主题名称： 房地产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发文日期： 2004-6-29

文  号： 建办住房[2004]43号 主 题 词： 经纪人

公文名称： 关于改变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注册管理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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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等部令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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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
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1-7

文  号： 建住房[2004]7号 主 题 词： 预警预报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协作共同做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体系有关工作的通
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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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1

文  号： 建住房函[2004]13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对房地产估价行业进行全面检查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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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决定



10BE、城乡规划

3、城乡规划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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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30

文  号： 建综[2004]16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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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2

文  号： 建综[2004]9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
干意见〉的意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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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15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



10BF、建筑市场

4、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4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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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21

文  号： 建质行函[2004]95号 主 题 词： 04全国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经验
交流会

公文名称： 关于及时总结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经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2 主题名称： 建筑市场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发文日期： 2004-12-31

文  号： 建市[2004]23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进一步开放铁路建设市场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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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5-10

文  号： 建市[2004]7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关于外国企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设计活动的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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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6

文  号： 建市[2004]15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做好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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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9

文  号： 建质[2004]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颁布《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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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16

文  号： 建市[2004]200号 主 题 词： 项目管理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5、建筑市场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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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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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4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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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6

文  号： 建市[2004]13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关于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建设合同担保的若干规定（
试行）》的通知



10BG、工程质量安全

6、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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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0号

主 题 词： 物业管理;白蚁防治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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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30

文  号： 建质[2004]17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城市桥梁管理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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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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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12

文  号： 建办质[2004]3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大型公共建筑质量安全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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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23

文  号： 建质[2004]203号 主 题 词： 市政基础设施

公文名称： 关于实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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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4-5

文  号： 建质[2004]56号 主 题 词： 安全事故

公文名称： 关于对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8·9”村民自建厂房施工坍塌重大伤亡事故
的通报



7、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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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16

文  号： 建质电[2004]4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加强“十一”黄金周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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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9

文  号： 建质[2004]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颁布《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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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等部令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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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3

文  号： 建质电[2004]5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冬季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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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30

文  号： 建质[2004]1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住宅工程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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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4-8

文  号： 建质[2004]5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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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7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8-27

文  号： 建质[2004]14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



8、工程质量安全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6 主题名称： 工程质量安全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12-1

文  号： 建质[2004]213号 主 题 词： 建筑安全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配备办法》和《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
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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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10

文  号： 建质电[2004]3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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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4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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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5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8号

主 题 词： 信用频道

公文名称：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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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6

文  号： 建质[2004]2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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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17

文  号： 建质[2004]47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的意
见



10BH、城市建设

9、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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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14

文  号： 建城[2004]16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市供水、管道燃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
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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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9-30

文  号： 建质[2004]17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城市桥梁管理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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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19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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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6

文  号： 建城[2004]3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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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28

文  号： 建办档[2004]42号 主 题 词： 城建档案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地下管线档案信息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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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建办科[2004]6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开展数字社区应用软件测评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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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22

文  号： 建城[2004]225号 主 题 词：



10、城市建设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加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站建设运营监管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3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发文日期： 2004-6-29

文  号： 建城[2004]10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城镇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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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10

文  号： 建城[2004]22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城镇燃气用户安全工作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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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27

文  号： 建城[2004]231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实行统一的城市出租汽车三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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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
会

发文日期： 2004-11-23

文  号： 建城[2004]20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8 主题名称： 城市建设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2-25

文  号： 公通字[2004]1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2003年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等级评价的情况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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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14

文  号： 建城[2004]97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实施《节约能源——城市绿色照明示范工程》的通知



11、城市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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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3

文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的决定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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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30

文  号： 建城[2004]15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的意见



10BJ、村镇建设

12、村镇建设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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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2-6

文  号： 建质[2004]2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5 主题名称： 村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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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
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发文日期： 2004-2-4

文  号： 建村[2004]2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公布全国重点镇名单的通知



10BL、节能减排

13、节能减排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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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16

文  号： 建科[2004]10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城镇住宅供热计量技术指南》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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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27

文  号： 建科函[2004]183号 主 题 词： 节能;绿色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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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11

文  号： 建科[2004]25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建筑节能试点示范工程（小区）管理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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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6

文  号： 建城[2004]38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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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
会

发文日期： 2004-11-23

文  号： 建城[2004]20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城市照明管理促进节约用电工作的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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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14

文  号： 建城[2004]97号 主 题 词： 节能

公文名称： 关于实施《节约能源——城市绿色照明示范工程》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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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5-21

文  号： 建科[2004]87号 主 题 词： 节能



14、节能减排

公文名称： 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的意见



10BM、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15、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与历史名城保护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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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11

文  号： 建城函[2004]34号 主 题 词： 湿地公园

公文名称： 关于同意荣成市桑沟湾城市湿地公园为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批复



10BN、建设科技

16、建设科技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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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27

文  号： 建科函[2004]183号 主 题 词： 节能;绿色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管理办法》的通知



10BQ、人事教育

17、人事教育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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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文日期： 2004-9-6

文  号： 劳社部发[2004]22号 主 题 词： 工程款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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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0-26

文  号： 建人教[2004]18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表彰全国建设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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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7

文  号： 建人教[2004]11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建设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
意见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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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29

文  号： 建人教[2004]104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改变建设职业技能岗位证书核发管理方式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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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9

文  号： 建人教[2004]135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文件》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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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8-5

文  号： 建人教函[2004]169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名单及各分委员
会名单的通知



18、人事教育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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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20

文  号： 建人教[2004]12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全国高等学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教育评估文件》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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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3-8

文  号： 建办人教[2004]16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2003年全国建设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年报情况的通报



10BZ、其它

19、其它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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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7-9

文  号： 建办科[2004]5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电子政务系统建设项目验收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0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6-28

文  号： 建办档[2004]42号 主 题 词： 城建档案

公文名称： 关于加强地下管线档案信息管理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44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发文日期： 2004-4-22

文  号： 建科[2004]72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事业技术政策纲要》的通知

索引号： 000013338/2004-00009 主题名称： 其它

发文单位：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发文日期： 2004-2-18

文  号： 建城综函[2004]23号 主 题 词：

公文名称：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4年工作要点》的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