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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市監管友 〔2020〕 143号

居特市場監管恵局等四部r]美子遊一歩

推遊公平党争市査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芥州工立困区、亦州1高新区管委会;市各有

美部11和単位 :

現杵江亦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等五部11《特友市場監管恙局等

四部11美子逃一歩推逃公平党争常査工作的通郊》(沐市監〔2020〕

241号 )紫友分休イ11,情接照文件要求予以汰真貫御落美。根据

-1-



沐州実昧,提出具体要求女口下:

一足辻一サ明功常査疱国。凡渉及市場准入、声立友晨、招

商引姿、招林投林、IFA府釆殉、4菅行力規疱、姿反林准等有美

市場主体姪済活功的規章、規疱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 “一

事一洪"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均要幼入公平克争常査苑曰,碗

保全面覆蓋、庄常必常。

二足辻―サ明功常査対象。行政机美和法律、法規授枚的具

有管理公共事券取能的姐鉄都泣倣好公平党争常査工作。今男1行

政机美量不tll定均市場主体有美的政策,但因其実施行政管理也

可能会渉及市場主体,也需要升晨公平克争常査工作。

二足辻一歩え善内部常査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部11実

行内部銃一常査,或者由立券机杓初常后提交特定机杓夏核。鼓

励格公平党争常査作力必姿程序幼入公文亦理系坑,実現仝程留

痕和可回湖管理,促逃提高常査工作的寺立性和規疱性。対千似

適用例外規定的、対社会公共fll益影噛重大的、部11意几存在較

人分攻的,以及被多企単位或企人挙扱渉嫌逍反公平党争常査林

准的政策措施,要仇先考慮31入第二方坪借。

四足辻―サえ善公平尭争常査逮行机申|。 カロ張行政規苑性文

件的公平克争常査管理,所有行政規疱性文件起草単位,都泣対

文件是否符合公平克争常査要求逃行浴江;市政府行政規苑性文

件起草単位在向市政府提交規疱性文件送常稿等材料吋泣附公平

克争常査表 (女口渉及市場主体盗済活動,接相美要求填野;政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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渉及市場主体盗済活功,宣接填写不渉及 )指描件。探索建立重

大政策措施会常tll度 ,対似以政府或政府亦名又出合的政策措施 ,

鼓励由本鉄市場監管部11会同起草部11在起草辻程中逃行公平党

争常査。墾須推行公平党争常査llytttll度 ,就公平党争常査中退

至1的具体同題,政策制定机美可以向本須咲席会政赤公室提出盗

洵,咲席会洪亦公室泣当及吋研究回隻。

工足邊―サ規疱こ用例タト規定。各地、各部11泣 当芦格遵守

造用例外規定的有美要求,不得濫用例外規定。適用例外規定的,

泣当対符合適用tll外規定的lll形和条件逃行洋如悦明,井明碗実

施期限。IEt策制定机美泣当逐年坪借適用例外規定的政策措施的

実施残果,形成ギ面坪借報告,井抄送市公平党争常査咲席会政

赤公室。実施期限到期或者未迷至1預期数呆的政策措施,庄 当及

叶停止仇行或者逃行調整。

大え辻―サ規疱定期清理汗借工作。各地、各部11泣定期対

政策措施是否存在羽F除、限制党争同題逃行坪借。坪借工作可以

毎三年逃行一次,也可以由政策制定机美根据実昧情況自行決定。

自行決定坪借叶限的,IEX策十1定机美庄当在出合政策措施叶予以

明碗。坪借結果泣向社会公升。4汗借汰力妨碍全国銃一市場和

公平党争的政策措施,要及吋疲上或者修茨完善。

北足辻―サ強化公千党争常査図1性豹束。推功公平克争常査

工作幼入各地仇化菅商不境、服券高反量友晨等考核坪介体系,

逃一歩増張正面激励和負面釣束。完善政策措施抽査机キ1,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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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主体反映比較張烈、同趣比較集中、ミ反公平党争申査林准較

多的行立和地区逃行重点抽査,井以通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升。張

化渉公千党争挙扱炎理残能,及叶受理和炎理渉及公平党争常査

的挙扱。

八足辻―サ子jla/AN平 尭争え化。各地、各部11要切実カロ大宣

借培ツ|力度,カロ張政策解浅和典発31早 ,増逃全体工作人員対公

平党争常査工作机tll的汰沢和了解,培育党争文化,力逃一歩推

逃公平党争常査工作机制実施菅造良好的典沿気曰和工作不境。

附件:1.江亦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等五部11《特友市場監管
`意

局等四部11美子逃一歩推逃公平克争常査工作的

適0 (芥市監 〔2020〕 241号 )

2.市各有美部11和単位名単

-4-



(此件公升友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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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藤省市場監督管理局

江募省友展和改革委員会
件文庁

庁

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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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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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江

江

江

林市監 〔2020〕 241号

特友市場監管恩局等四部r可美子遊一歩
推避公平党争市査工作的通知

各没区市人民政府,省各有美部11:

姿省政府同意,現杵《市場監管恙局等四部11美子邊一歩推

邊/Ak平党争常査工作的Iin知 》(国 市監反些断 〔2020〕 73号 ,以

下筒称 《通III》 )特友分体イ11,井就倣好有美工作通知女口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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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碗把握工作要求

各地、各部11要 以可近平新llt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思想力指

早,深入貫物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仝会精神,

充分汰メ公平尭争常査制度的重要意又,洛其作力新IIf代か快完

善社会主文市場変済体帝1的 一項基袖性tll度 ,逃一歩カロ大推逃落

実力度。接照党中央、国芥院決策部署,対照《通力》要求,用

3年左右叶同,基本建咸仝面覆蓋、規只1完各、枚責明碗、近行

高数、監督有力的公平尭争常査lll度体系,tll度枚威わ数能丘著

提升,政策措施劇1際、限lll尭 争同趣得至1有披防疱和制止。

二、規苑完善申査規則

一妥辻―サ明功常査池lEl。 凡渉及市場主体変沸活功的規

章、規疱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包括合作協袂、涼解各恙果、

“一事一袂"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均泣当避行公平党争常査。

机美内部管理文件、一般事券性文件、辻程性文件、常規性具体

行政行力,女口不渉及出台具体政策措施的,不納入公平党争常査

疱曰。

二妥辻―サえ姜常査方式。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実行政策tll定

机美内部坑一常査,或者由内部上券机杓初常后提交特定机掏憂

核。探索建立重大政策措施外部常査机制,対似以地方各象人民

政府4又 出合的政策措施,鼓励由起草部日会日本坂公平尭争常

査咲席会洸 (以下筒称 “咲席会袂")亦公室 (市場上管部日,

下同)在起草辻程中逃行公平売争常査,或者由本象人民5EX府指

定的部11邊行常査。推行公平尭争常査協査制度,政策制定机美

rT以就公平尭争申査中通到的具体同趣,向 本坂咲席会洪赤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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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吝掏。咲席会戎赤公室泣当在牧到ギ面巻詢后ス叶研究回

彙。

二妥i4_― サ規池進用例タト規定。各地、各部11泣 当戸格執行

適用例外規定林准,井明碗実施期限。健仝711外規定適用程序 ,

建立政策制定机美こ用711外規定向本坂咲席会袂亦公室各案制

度。31入第二方汗借机制,対似適用例外規定、対社会公共fll益

影噛重大、部同意見存在較人分岐,以及被多企単位或企人挙恨

渉嫌逹反公平党争常査林准的政策措施,充分坪借対市場尭争的

影噛,保障常査反量和妓果。

三、建立健全K数机制

各地、各部11要秋板探索、主功作力,努力胸建公平党争常

査K数工作机制。定期升展坪借清理,対姿公平売争常査后出台

的政策措施,政策tll定机美可以毎 3年生鉄一次定期坪借,或者

在定期清理規章、規疱性文件叶一井坪借。建立公平党争常査抽

査、考核、公示tll度 ,カロ張制度実施督査,毎年姐久一次抽査督

査,及吋逍扱反彼同趣,増強公平尭争常査制度的因1性釣束。健

全挙扱炎理和口泣机制,各象咲席会洪亦公室対挙根反映的逹反

公平党争常査林准出台5EX策措施的同趣,核査属実的泣当向政策

lll定机美或者其上坂机美提出整政建洸,及叶口泣有美訴求。提

高公平党41・ 常査信′息化水平,特公平党41‐ 常査流程融入机美公文

常益系銃,鼓励各地、各部11カロ張技木を1新 ,通辻大数据備査等

方式,准碗快速友現同趣,提高常査央数。

四、彊化姐象保障工作

各地、各部11要カロ張勿久頷早,接照《通知》要求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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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本部11具体措施亦法,邊一歩完善工作机制、明礁責任

分工、張化督査考核、碗保制度落実。各吸躾席会袂要か張坑等

IPI瀾 わ監督指尋,及叶銀踪了解工作邊晨,研究解決共性同題 ,

毎年及叶涯恙工作情呪,撤本象人民政府審上一致躾席会波亦/Ak

室。要か張対/Ak平党争常査制度相美政策的宣借解決,恙錯推声

先邊肇職々倣法,力逃一歩推邊/Ak平党争常査工作菅邊良好気

曰.

附件:市場監管恙局等四部11美 子邊一歩推邊/Ak千党争常査

工作的通知 (男 附 )

響
≫

犠
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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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場監督管理息局

家 友 改 革
文件

委

部

部

展

政

努

国市上反空断〔2020〕 73号

市場監管恩局等四部門美子避一歩推避

公平党争市査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五轄市人民政府,国 券院各部委、各宣属‐机胸 :

実施/At平 党争常査制度足党中央、国券院深化姿済体制改革

的重大決策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朝碗提出,強化党争政策

基拙地位フ落1来 /Ak平売争申査+1度 。《国券院‐美子在市場体系建没

中建立/Ak平 党争常査制度的意見》(国 皮〔2016〕 34号 ,以 下筒称

《意几》)印 友以来,公平尭争常査工作取得秋板咸敷,仁透存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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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規只J仙 需完善、制度国1性幼東不足、一些地区和部日思想汰惧

不到位、政策措施寧査不全申査反量不高等突出同題。力逃一歩

貫御落共党中央、国外院決策部署,提高/Ak平 党争常査的有蚊性

和釣束力,Cll造
/Ak平党争的怖1度不境,多 国弁院同意,現就有夫事

項通タロ女口下。

一、明碗工作目椋

以ヨ近平新吋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叉思想力指早,深入貫物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仝会精神,接照党中央、国券院

決策部署不口《意見》各項要求,通辻健全申査規只1、 完善工作机制、

カロ張姐奴保障,更高反量、更大力度地推逃/Ak平尭争常査工作。

用3年左右叶同,基本建成全面覆蓋、規只J完各、枚責明晩、

近行高敷、監督有力的公平党争常査幸1度体系,制 度叔威和敷能

呈著提升 ,政策措施召卜除、限制尭争同題得到有致防苑和制止。

在此基拙上,根据完善社会主又市場径済体 lll、 建没高棒准市場

体系的要求,邊 一歩完善矛口皮展公平党争申査牛1度 ,力 双源共上

打破行政性塵断,建没坑一升放、党争有序的市場体系,打造市場

化法治化国隊化的菅商不境提供更カロ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健全申査規只J

(― )鬼善常査旭国。凡渉及市場准入、声止友展、招高引姿、

招林投林、政府釆力、姿菅行力机疱、姿疲林准等有美市場主体埜

済活動的規章、規苑性文件、其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波"形

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均 要納入/Ak千 克争申査苑曰。各地区、各部

日要結合工作美隊,八 制定主体、公文fIIF美 、管理事項等方面,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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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工作机制

(一 )定瑚オ晨汗借岩理。各地区、各部同要接照市場監管恙

局、友展改革委、財政部、高外部《美子汗展妨碍坑一市場和公平

党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適知》(国 市監反左断〔2019〕 245号 )

要求,対 己姿/Ak平 党争常査出合的政策措施逃行一次全面坪借 ,

姿汗借汰力具有排除、「R帝1党 争数果的要予以疲止或者修改。

2020年 1月 1日 以后出合的政策措施要定期汗借清理 ,可 以毎三

年姐駅一次,或者在定期清理規章和規疱性文件叶一井逃行 ,及

叶皮現矛口多1正実昧遂行中声生的排除、限制尭争同題。

(二 )走立政策措施わ査れ帝1。 市場監管恙局毎年牽共姐奴

一次政策措施抽査 ,栓査有美政策措施足否履行中査程序、常査

流程足否規疱、常査錯奇是否准碗等。対市場主体反映♭ヒ校張

烈、同題レL校集中、行政性盛断同題多友的行立和地区,要逃行重

点抽査。柚査結果要及叶反債被柚査単位 ,井 以適当方式向社会

/Ak升 。対抽査友現的排除、限市1党 争同題 ,被抽査単位要及吋汰

真整改。各地要結合工作実除,建立本地区政策措施抽査机帝1。

(二 )健全拳報走理和口泣れ帝1。 対渉嫌逹反/Ak平 売争常査

林准的政策措施 ,任何単位和今人可以向政策制定机美的上級机

夫或者本奴及以上市場監管部11挙扱。上吸机美変核査属実的,

要責今政策寺I定机美整改,計整攻不及叶或者不到位的要依法依

規汗粛追究有美人員責任。本吸及以上市場監管部 |¬ 可以向攻

策寺1定机美或者其上象机美提出整攻建波。整改情況要及叶向

有美方面反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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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カロ張信′き化枝木近用。鼓励持/Ak平 党争常査作力必堡

程序鏑人公文亦理系坑,実現仝程留痕和可回湖管理。探索建立

/Ak平 尭争常査数据庫 ,CJ新近用大数据等技木,加 張対常査数据

的坑十分析 ,有致沢男J辻反申査林准的同題 ,切 実提高常査共敷。

四、加張狙奴保障

(― )強 化姐奴板子。各地区、各部日要ふ深化“波管服"改

革、化化菅商不境、推助高皮量友晨的高度 ,充分袂惧/Ak子党争常

査帝1度 的重要意叉,作 力貫御《伐化菅商不境条例》的重要挙措tlt

好落共。各地区、各部日要高度重視、加張頷早,錯合本地区、本

部 11実 隊逃
=歩

完善/Ak千 党争常査工作机靱 碗駅責分工,知

化具体措施,碗 保各項要求落共到位。

(二 )カロ張坑寿協調。各地特男1是市晏西象政府要根据机拘

改革情況及叶調整本象/Ak千 尭争寧査工作琺席会波壇成,碗保襄

席会洪高致近緒,充分友拝坑等静凋わ監督指早作用。建立健全

信息報送、情共通報、坑十分析、規苑指早等工作机帝1,カロ張横向

fJI同 、上下敢裁。各象瑛席会洸井/Ak室毎年要及叶江恙形成本象

公平党争常査工作恙体情況 ,損本級人民政府‐摯上一象職席会波

亦/Ak室 ,井 以適当方式向社会/At升。

(二 )凛派能力建没。各地区、各部畑要高度重視/Ak平 党争寧

査能力建投フ配界配張常査工作力量 ,碗 保与常査工作任券相通

泣。建立健仝定期培り1和 工作交流制度 ,多 形式弄展上弁学可和

笙蛤交流,強化政策解政、共性同題研究和共型葉例分析,全面提

升常査工作能力和水千 ,オL実推難常査FA伍寺止化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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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上督考核。推功持公平尭争常査制度落実情死作

力有美督査工作的重要内容 ,井祝情幼入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

没等考核体系。対成数呈著、落実得力的要表物推声 ,升辻展象

慢、推逃不力的要及叶督促整次,対工作中出現日題井造咸不良

后果的要依法依規肝粛処理。強化社会監督 ,ワ 1早 市場主体秋板

拳報妨碍統一市場和公子元争的政策措施 ,力 邊一歩推逃公平党

争常査工作菅造良好不境。

(此件公升友布)

勉

ヽ

市場監管恙局亦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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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赤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亦公室       2020年 8月 17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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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各有美部門和単位名単

市友茨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信局、市民宗局、

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財政局、市人社局、市自

然資源和規支1局 、市生恣不境局、市住建局、市国林和録化管

理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交通局、市水券局、市水並友村局、

市商券局、市文化片屯和旅落局、市 lJ健委、市退役軍人事券

局、市泣急管理局、市常十局、市外事亦、市国姿委、市政府

研究室、市行政常批局、市市場監管局、市体育局、市銃汁局、

市医保局、市信労局、市根食局、市人防亦、市金融局、市机

美事券局、市住房公私金中,こ 、市地方恙瑞纂委員会亦公室、

市供硝合作恙社、市税券局、人行募州中支、芥州銀保上分局

沐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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