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民政厅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一览表
年度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1997

关于印发《广东省行政区域界线勘界测绘技术规定》的通知

1997.6

粤勘〔1997〕7 号

2000

广东省民政厅、公安厅关于制发村（居）民小组印章问题的通知

2000.5.22

粤民基〔2000〕35 号

广东省档案局、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村民委员会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

2001.12.24

粤档发〔2001〕47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厅关于对城镇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进行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的通知

2001.3.30

粤民民〔2001〕41 号

广东省设立街道办事处标准（试行）

2001.12.24

粤民区〔2001〕121 号

2001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重新确认我省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的通知

2002

粤民民〔2001〕3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区居民委员会名称、印章、衔牌问题的补充通知

2002.2.1

粤民基〔200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福利机构接收弃婴
（弃童）有关手续的通知

2002.5.16

粤民福〔2002〕50 号

关于《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的
通知

2002.6.26

粤科政字〔2002〕140 号

年度

2002

2003

2004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对民办非企业单位行政执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8.1

粤民民〔2002〕5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2.11.1

粤民民〔2002〕78 号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2.11.5

粤府办〔2002〕80 号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02.11.25

粤民民〔2002〕82 号

广东省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工作程序规定

2003.3.5

粤民民〔2003〕2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2003.4.29

粤民函〔2003〕10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我省民间组织行政执法工作的通知

2003.4.30

粤民民〔2003〕31 号

广东省民政厅、教育厅关于因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管理权限下放部分民办
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3.8.7

粤民民〔2003〕7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农村城市化中社区居委会设置有关问题的批复

2003.12.1

粤民基〔2003〕34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登记有关问题的通
知》

2004.1.17

粤民民〔2004〕8 号

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的工作方案

2004.1.20

粤民民〔2004〕７号

年度

2004

200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捐款接收及管理办法》
2004.6.28
的通知

粤民福〔2004〕51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2004.7.09

粤民函〔2004〕243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2004.7.16

粤民福〔2004〕56 号

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项目管理的意
见

2004.7.21

粤民福〔2004〕59 号

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民政厅关于
现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基金会领导职务的通知

2004.10.9

粤民民〔2004〕9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战友会”社团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

2004.10.29

粤民民〔2004〕132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厅转发民政部卫生部关于做好“残疾孤儿手
术康复明天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2005.2.4

粤民福〔2005〕2 号

关于华侨、港澳台同胞遗体（骸骨、骨灰）入粤安葬管理有关规定的通
知

2005.11.7

粤民福〔2005〕45 号

广东省民政厅殡仪服务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2005.12.15

粤民福〔2005〕48 号

广东省民政厅遗体接运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2005.12.15

粤民福〔2005〕49 号

广东省民政厅遗体火化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2005.12.15

粤民福〔2005〕50 号

广东省民政厅骨灰安放管理暂行规定

2005.12.15

粤民福〔2005〕51 号

年度

文件名称
关于加强社区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6

2007

发布时间
2006.1.5

文件编号
粤民民〔2006〕3 号

广东省民政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高级人民法院、发展
改革委员会、教育厅、公安厅、司法厅、财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建设厅、农业厅、卫生厅、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2006.6.26
团广东省委员会、妇女联合会转发《民政部等 15 部委关于加强孤儿救
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粤民福〔2006〕39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精神病复员退伍军人评残工作的通知

2006.8.21

粤民优〔2006〕10 号

广东省民政部门实施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办法

2006.10.10

粤民安〔2006〕25 号

关于规范行政区划调整上报材料的通知

2006.10.13

粤民区〔2006〕47 号

转发民政部关于做好行政区划变更后勘界工作的通知

2006.11.6

粤民区〔2006〕48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财政
厅、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
2006.12.31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流浪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

粤民福〔2006〕59 号

广东省残疾军人假肢和辅助器具配置管理规定

2007.5.8

粤民优〔2007〕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贯彻《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办法》的意见

2007.5.31

粤民优〔2007〕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实行民间组织涉外活动报告制度的通知

2007.7.17

粤民民〔2007〕40 号

年度

2007

2008

2009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开展对部分军队退役人员身份认定工作的通知

2007.8.2

粤民优〔2007〕18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部分原 8023 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
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2007.9.28

粤民优〔2007〕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厅关于贯彻《优
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的实施意见

2007.9.28

粤民优〔2007〕26 号

《关于定期报送非法民间组织和民间组织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的通
知》

2007.11.5

粤民函〔2007〕5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加强防范和打击救助管理工作中骗取
救助行为的通知

2007.4.28

粤民福〔2007〕19 号

广东省民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高级人民法院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教育厅 公安厅 司法厅 财政厅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 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建设厅 交通厅 农业厅 卫生厅 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广东省孤儿救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2008.6.30

粤民福〔2008〕26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公安厅 司法厅 卫生厅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转发《民
政部等 5 部委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8.11.14

粤民福〔2008〕4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推
进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

2009.4.7

粤民民〔2009〕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异地商会登记管理的暂行办法

2009.10.31

粤民民〔2009〕79 号

广东省建筑物住宅区名称管理规定

2009.7.21

粤民区﹝2009﹞17 号

年度

2010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及待遇的通知

2010.1

粤民优〔2010〕1 号

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救灾物资调运军地联席
会议制度》的通知

2010.1.4

粤减函〔2010〕1 号

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010.8.10

粤民民〔2010〕66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参战参核身份认定工作的通知

2010.12.31

粤民优〔2010〕17 号

广东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救灾物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

2011.1.7

粤民救〔2011〕1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的通知

2011.6.14

粤民福〔2011〕22 号

广东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给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
补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1.9.2

粤民优〔2011〕1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基金会运营的行为指引

2011.9.28

粤民民〔2011〕135 号

关于养老护理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通知

2011.10.12

粤民福〔2011〕41 号

广东省民政厅救灾捐赠工作规程

2011.12.5

粤民救字〔2011〕1 号

广东省受灾群众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

2011.12.7

粤民救〔2011〕19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建立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补（津）贴制度的通知

2011.4.26

粤民老﹝2011﹞1 号

2011

年度

2011

2012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行政区域界线联合检查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

2011.11.11

粤民区﹝2011﹞2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

2011.5.30

粤民事〔2011〕22 号

广东省灾区民房恢复重建工作规程

2012.1.5

粤民救〔2012〕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2.1.13

粤民优〔2012〕1 号

广东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给部分烈士子女发放定期生活补助有
关工作的通知

2012.2.15

粤民优〔2012〕6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保障孤儿基本制度有关工作
意见的通知》

2012.2.21

粤民福〔2012〕1 号

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政直属假肢矫形康复机构建设与发展意
见的通知

2012.03.20

粤民福﹝2012﹞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的实施意
见》的通知

2012.5.24

粤民民〔2012〕105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儿童福利机构抚育工作指
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2012.6.11

粤民福字〔2012〕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关于培育发展城乡基层群众生活类社会组织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2.6.28

粤民民〔2012〕134 号

年度

2012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意见》
2012.7.13
的通知

粤府办〔2012〕73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建立优抚医院医疗巡诊制度的通知

2012.8.14

粤民优〔2012〕20 号

广东省民政厅 省国土资源厅 省物价局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
经营性公墓年度检查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2012.8.18

粤民事〔2012〕20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福利机构等级认定办法、考核评分操
作细则的通知

2012.10.15

粤民福〔2012〕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养老机构规范性建设指引》的通知

2012.12.5

粤民福〔2012〕33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意见的通知

2012.12.7

粤府〔2012〕142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解决港澳服务提供者来粤兴办养
老机构和残疾人福利机构建设用地问题的通知

2012.12.25

粤民福〔2012〕36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整事项实施工作的通
知

2013.1.14

粤民人﹝2013﹞1 号

广东省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
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和优抚医疗费“一站式”结算服务的通知

2013.2.5

粤民助﹝2013﹞2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指引》的通知

2013.4.2

粤民福〔2013〕12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转发《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艾滋病毒感
染儿童基本生活费的通知》

2013.4.24

粤民福〔2013〕15 号

2013

年度

2013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关于校友会登记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3.5.29

粤民民〔2013〕164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印发《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式样的通知

2013.7.24

粤民函〔2013〕60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基地和广东省社
会工作专业人才重点实训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2013.7.31

粤民社〔2013〕9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厅 司法厅 财政厅 卫生厅 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转发《民政部等 7 部委关于
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

2013.8.28

粤民福〔2013〕29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委托养老机构设立许可事项的通知

2013.8.28

粤民福〔2013〕28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异地商会登记的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3.9.14

粤民民〔2013〕286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解决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问题的通知

2013.9.25

粤民福〔2013〕3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服务领域政府购买和资助社会工作
服务的通知

2013.9.24

粤民社〔2013〕10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做好残疾军人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工作的通知

2013.10.8

粤民优〔2013〕2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管理的实施办法（试行）

2013.11.14

粤民社〔2013〕14 号

年度

2013

2014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最低生活保障监管工作的通知

2013.9.23

粤民助〔2013〕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
行）》的通知

2013.1.22

粤民助〔2013〕1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全省城乡低保最低标准制度的通知

2013.4.27

粤府办〔2013〕1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服务领域政府购买和资助社会工作
服务的通知

2013.9.24

粤民社〔2013〕10 号

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养老机构许可证》设置证书编号的通知

2014.1.20

粤民办函〔2014〕6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取消全省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
机构备案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

2014.3.18

粤民函〔2014〕380 号

广东省民政厅、财政厅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优抚对象和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

2014.3.21

粤民发〔2014〕2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老龄办、中国人寿广东分公司关于实施“银龄安
康行动”的通知

2014.4.1

粤老龄办〔2014〕9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通过购买服务解决社会救助等民政业
务服务人员的通知

2014.4.22

粤民发〔2014〕58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查灾核灾工作规程（试行）》的通
知

2014.6.4

粤民发﹝2014﹞81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我省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
的通知

2014.6.9

粤民发〔2014〕84 号

年度

2014

201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社会化
发放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4.6.26

粤民发〔2014〕94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2014.7.10

粤财社〔2014〕143 号

广东省财政厅、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

2014.7.18

粤财社〔2014〕18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财政厅转发《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 2014.8.20
台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粤民发〔2014〕114 号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加快社会养
老服务事业发展意见的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

粤发改价格函〔2014〕3475
号

2014.9.8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实施细则》
2014.11.11
的通知

粤民发〔2014〕16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全省农村（社区）党务村（居）
2014.12.18
务公开栏规范化建设工作的通知

粤民发〔2014〕19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及
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4.12.26

粤民发〔2014〕202 号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省级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4.5.27

粤财社〔2014〕12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5.1.8

粤民发〔2015〕1 号

年度

201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部分技工学校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管理权限
的通知

2015.1.9

粤民函〔2015〕49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家庭寄养管理办法》的通知

2015.1.15

粤民函〔2015〕94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临时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2015.1.23

粤府办〔2015〕3 号

广东省民政厅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自然灾害应急生活救助物资发放
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2015.1.30

粤民发〔2015〕23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2015.2.28

粤府〔2015〕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在全省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的通知

2015.3.26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政部关于规范生父母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的子女和社会散居孤儿收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2015.4.7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将“假肢和矫形器（辅助
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调整为工商登记后置审批决定有关事宜
的通知

2015.4.7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的指导意
见》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2015.4.10

粤民函〔2015〕463 号

粤民函〔2015〕521 号
粤民函〔2015〕530 号

粤民发〔2015〕70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
2015.6.16
的通知

粤府办〔2015〕39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社区工作财政补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的
通知

粤财行〔2015〕227 号

2015.6.23

年度

201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5 年“孤儿保障大行动”项目有关工
作的通知

2015.6.23

粤民办发〔2015〕6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我省社会组织财政票据领用事宜的通
知

2015.7.14

粤民函〔2015〕116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养老服务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通知

2015.7.17

粤民发〔2015〕106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规范新建住宅物业配建社
区公共服务用房的通知

2015.7.20

粤建房〔2015〕122 号

广东省民政厅、监察厅、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
则的通知

2015.7.29

粤民发〔2015〕92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调整民办职业培训学院（校）成立登记工作的通知

2015.8.10

粤民函〔2015〕1273 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的通知

2015.8.12

粤民发〔2015〕125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
作的通知

2015.8.12

粤民函〔2015〕1281 号

广东省民政厅、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广东省社区减负工作方案
的通知

2015.9.6

粤民发〔2015〕142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转发《民政部 公安部关于开展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打拐解救儿童收养工作的通知》

2015.9.18

粤民发〔2015〕148 号

年度

2015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基层儿童福
利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5.9.21

粤民函〔2015〕1465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转发民政部 公安部关于印发《社会福利机
构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的通知

2015.10.20

粤民函〔2015〕1666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5.10.20

粤府函〔2015〕285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经营性公墓墓
位使用合同（示范文本）》和《广东省民办殡仪服务机构服务合同（示
范文本）》的通知

2015.11.6

广东省民政厅转发《民政部关于鼓励实施慈善款物募用分离充分发挥不
同类型慈善组织积极作用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5.12.17

粤民发〔2015〕205 号

广东省财政厅、中共广东省组织部、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加大农村基层组
织工作经费保障力度的通知

2015.12.31

粤财农〔2015〕668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档案局关于社会组织档案工作的指引

2015.9.23

粤民发〔2015〕167 号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
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疾病应急救助制度的实施
细则

2015.9.15

粤卫〔2015〕72 号

广东省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2015.2.13

粤财社〔2015〕26 号

粤民发〔2015〕180 号

年度

文件名称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特殊困难救助对象跨省护送返乡工作规程》的
通知

2016

发布时间
2016.5.25

文件编号
粤民发〔2016〕79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家庭寄养管理的实施细则》
2016.1.14
的通知

粤民发〔2016〕7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的通知

2016.3.18

粤民发〔2016〕45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养老服务评
估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6.3.18

粤民发〔2016〕43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保监局 广东省老龄办关于建立养老机构责任保
险制度的通知

2016.4.5

粤民发〔2016〕54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老龄工作办公室关于建立经济困
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2016.4.15

粤民发〔2016〕57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广东省社会福利机构消防
安全标准化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2016.4.18

粤民发〔2016〕58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厅关于规范全省行政村公务
接待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2016.5.15

粤民发〔2016〕74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公建民营社会化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6.5.24

粤民发〔2016〕77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

2016.6.6

粤民发〔2016〕82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转发民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医养
结合服务机构许可工作的通知

2016.6.17

粤民发〔2016〕89 号

年度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行业协会章程示范文本

2016.3.28

粤民函〔2016〕507 号

广东省社会团体名称规范意见

2016.5.10

粤民函〔2016〕840 号

广东省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

2016.4.21

粤民函〔2016〕680 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的办法（试行） 2016.12.5

粤民发〔2016〕171 号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健全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

2016.5.4

粤民发﹝2016﹞66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做好开发性金融支持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2016.12.6

粤民发〔2016〕178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
见

2016.7.12

粤府办〔2016〕78 号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
实施意见

2016.7.21

粤发〔2016〕23 号

2016

年度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银监局转发国家民政部 银监会关于做好慈善信托
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

2016.10.12

粤民发〔2016〕143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实施意见

2016.12.6

粤府〔2016〕129 号

广东省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暂行办法

2016.12.16

粤民发〔2016〕184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

2016.9.6

粤府〔2016〕14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最
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指导意见的通知

2016.11.7

粤府办〔2016〕116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
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6.1.13

粤府办〔2016〕2 号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财产使用管理意见

2017.3.3

粤民发〔2017〕48 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机构评估标准的通知

2017.4.1

粤人社规〔2017〕5 号

2016

2017

年度

2017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文件编号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工作应急规程》的通知

2017.5.16

粤民发〔2017〕103 号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
资金支持省定贫困村创建新农村示范村对接工作方案》的通知

2017.10.12

粤扶办〔2017〕128 号

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军区动员局关于做好我省义务兵
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的通知

2017.11.21

粤民规字〔2017〕1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