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立法计划的通知

川办发〔2021〕14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单位: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立法计划》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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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立法计划

一、指导思想

2021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开启之年、是

“十四五”开局之年。 省政府立法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十一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

和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把握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突出服务高质量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等

重点领域,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提升行政

立法质量和效率,为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提

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重点任务

2021 年立法计划项目共 92 件,其中制定类项目 20 件,调研论

证类项目 72 件(其中年内条件成熟可提交审议的重点调研论证类

项目 13 件),年内要重点抓好以下项目:

(一)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

川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草案、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

条例修订草案、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办

法修订草案、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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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废

止草案,加快推进四川天府新区条例、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

展业发展的规定(修订)、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废止)的调研

论证。

(二)围绕保障改善民生,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

省养老机构条例草案、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草案、四川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制定四川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

施办法。

(三)围绕创新社会治理,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

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草案、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条例草

案,制定四川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修改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

件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四川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四川省

街道办事处工作条例的调研论证。

(四)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

省河(湖)长制工作条例草案、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修订草案,加快推进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

施办法(修订)的调研论证。

(五)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起草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四

川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实施办法草案、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修订草案,制定四川省地

方粮食储备管理办法。

(六)围绕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推进绵阳科技城条例、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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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办法(修订)

的调研论证。

(七)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修订)的调研论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涉及地方性法规规章清理

工作要求,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修改或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适

时修改或废止相关省政府规章。

三、工作要求

(一)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有

关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对立法工作中涉及的重大体制、重

大政策调整以及需要由省委研究的重大问题和重要项目,及时向

省委请示报告,确保政府立法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加强立法工作统筹安排。 围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

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聚焦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立法解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坚持问题导

向,根据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统筹安

排和推进立改废释各项工作,深入研究“十四五”期间行政立法需

求,做好项目储备管理。

(三)抓好立法计划组织实施。 对于年内应完成的制定类项

目,起草部门(单位)要树立精品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

实,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起草任务,为审查审议预留合理时间。 对

于调研论证类项目,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抓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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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调研论证工作,形成阶段性成果。 司法厅要及时跟踪督促指导

立法计划执行,加强组织协调,定期通报进展情况,深入推进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附件: 省政府 2021 年立法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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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政府 2021 年立法项目目录

一、制定项目及代拟稿起草部门(20 件)

(一)地方性法规制定项目及负责起草部门(16 件)

1． 四川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省发展改革委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2． 四川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 农业农村厅

3． 四川省河(湖)长制工作条例 水利厅

4． 四川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财政厅

5． 四川省养老机构条例 民政厅

6． 四川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条例 交通运输厅

7．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办法 公安厅

8． 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修订) 应急厅

省林草局

9． 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10．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办法(修

订) 经济和信息化厅

11． 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修订) 省红十字会

12． 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修订) 生态环境厅

13． 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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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修正)

自然资源厅

15． 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修正) 住房城乡建设厅

16． 四川省木材运输管理条例(废止) 省林草局

(二)省政府规章制定项目及负责起草部门(4 件)

1． 四川省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办法 省粮食和储备局

2． 四川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厅

3． 四川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省大数据中心

4． 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修订) 司法厅

二、调研论证项目及负责部门(72 件)

(一)地方性法规调研项目及负责部门(47 件,其中 1—8 件为

重点调研论证项目,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

1． 四川省城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住房城乡建设厅

2． 四川省街道办事处工作条例 民政厅

3． 绵阳科技城条例 科技厅

4． 四川天府新区条例 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

5．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办法(修

订) 农业农村厅

6．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修

订) 省林草局

7． 四川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省大数据中心

8． 四川省机关运行保障条例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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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都东部新区条例 成都市政府

10． 四川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修订)

住房城乡建设厅

11． 四川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住房城乡建设厅

12． 四川省交通建设管理条例 交通运输厅

13． 四川省公共法律服务促进条例 司法厅

14． 四川省社会信用条例 省发展改革委

15．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管理条例 省林草局

16． 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生态环境厅

17． 四川省学前教育条例 教育厅

18． 四川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条例 省卫生健康委

19． 四川省岷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生态环境厅

20． 四川省升钟水库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水利厅

21． 四川省水文条例 水利厅

22． 四川省森林条例 省林草局

23． 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条例 省民族宗教委

24． 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自然资源厅

25． 四川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省市场监管局

26． 四川省开发区管理条例(修订) 省发展改革委

27．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修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8． 四川省消防条例(修订) 省消防救援总队

29． 四川省旅游条例(修订) 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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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修订) 文化和旅游厅

31． 四川省盐业管理条例(修订) 经济和信息化厅

32． 四川省林木种子管理条例(修订) 省林草局

33． 四川省天然林保护条例(修订) 省林草局

34． 四川省合同监督条例(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35．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办法(修

订) 教育厅

36． 四川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 教育厅

37． 四川省公民献血条例(修订) 省卫生健康委

38． 四川省狂犬病防治条例(修订) 省卫生健康委

39． 四川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修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0． 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 民政厅

41． 四川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 民政厅

42． 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 民政厅

43． 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 交通运输厅

44． 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修订) 交通运输厅

45．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实施办法(修订)

交通运输厅

46．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办法(修

正) 农业农村厅

47． 四川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修正)

住房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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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政府规章调研项目及负责部门(25 件,其中 1—5 件为

重点调研论证项目,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

1． 四川省加强管理服务促进会展业发展的规定(修订)

商务厅

2． 四川省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

定(修订) 司法厅

3． 四川省省级预算管理办法(修订) 财政厅

4．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励办法(修订) 省社科联

5． 四川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废止) 省林草局

6． 四川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修正) 教育厅

7． 四川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 省地震局

8． 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办法 自然资源厅

9． 四川省网络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省市场监管局

10． 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司法厅

11． 四川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细则 省总工会

12． 四川省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 水利厅

13． 四川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 民政厅

14． 四川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厅

15． 四川省生猪生产管理办法 农业农村厅

16． 四川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厅

17． 四川省公益林管理办法(试行) 省林草局

18． 农产品市场建设管理办法 省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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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修

订) 经济和信息化厅

20． 四川省地名管理办法(修订) 民政厅

21． 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办法(修订)

住房城乡建设厅

22． 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修订) 省市场监管局

23． 四川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修订)

省地震局

24．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修订) 应急厅

25． 四川省盐业管理实施办法(废止) 经济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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