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政发 E⒛ 14〕 84号

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关于

公布我市取消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各区,市政府各部门,在嘉各单位 :

根据省政府公布的省级政府部门第十批至第十三批取消、调

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及省审改办 《清理核实行政审批项

目等事项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经 ⒛14年 8月 20日 市政府第

75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公布我市政府部门取消、调整和保留行

政审批项目311项 (其 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22项 ;调整行政审

批项目3项 ;新增行政审批项目24项 ,新增部分审批内容行政审

批项目3项 ;保留行政审批项目259项 、在嘉单位取消和保留行

政审批项目98项 (其 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17项 ,保留行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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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项目 78项 ,保留的涉密行政审批项目3项 )。 另外,市政府部

门取消各案制管理项目2项 ,保留各案制管理项目83项 ;在嘉单

位保留各案制管理项目5项 。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认真做好取消、调整和保留

行政审批项目的衔接落实工作,对决定取消的项目,一律不允许

再进行审批或者变相审批;对新增的项目,要制定承接方案,明

确审批责任、时限和程序,严格规范运行,确保无缝对接;对保

留的项目,要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切实解决办理程序繁杂、时

限冗长、效率低下等问题。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切实纠正重审

批、轻监管和以审批代替监管的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依法监

管、强化服务上来。要结合当前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 ,

继续推进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取消调整等工作 ,

进一步简政放权,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促

进我市实现
“
两个率先

”
营造良好的环境。

(此件公开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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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嘉峪关市取消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一、市政府部门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共 22项 )

(一 )取消行政许可项目 (16项 )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取 消 依 据

1

固定资产投资

许 可证 核 发
(权限内 )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三批取消调整和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甘政发 〔2014〕 62号 )予 以取消 (原

为嘉政公告 〔zO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

2
超限运输证审

批
市公安局

审批权在省交通运输部门,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公告〔20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

3

利用处置过的

尾矿或其设施

的审批

市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部令第 16号 (⒛10年 12月 22日 )规定,取消利用处

置过的尾矿或其设施的审批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

的行政许可项目)。

4
经营性墓地审

}比

市民政局
审批权在省级民政部门,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

5

在河道、湖泊

排污口设置和

扩大审核

市水务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现行行政审批项目和

第九批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zO13〕 38号 )

予以取消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

6

投资 3000万

元以下的水利

工程开工审批

市水务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批中央在甘单位

第五批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zO13〕

89号 )予 以取消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

项目 )。

7
水利工程开工

审批
市水务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批中央在甘单位

第五批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⒛12〕

89号 )予 以取消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行政许可

项目 )。

野生动物驯养

繁殖许可证审

批

市农林局

《甘肃省林业厅关于公布现行林业行政审批项目和第九批取消

调整林业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甘林策函 (zO13〕 263号 )此项

审批权由省林业厅实施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行

政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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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权证的核发 市农林局
属于正常工作,转为管理服务类事项 (原 为嘉政公告 〔⒛12〕 1

号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动物及其产品

检疫合格证核

发

市农林局
属于正常工作,转为管理服务类事项 (原 为嘉政公告 〔⒛12〕 1

号中公布的行政许可项目)。

渔业捕捞许可

证核发
市农林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现行行政审批项目和

第九批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⒛13)38号 )

此项审批权由省农牧厅实施 (原为嘉政公告 (⒛ 12〕 1号 中公布

的行政许可项目 )。

安全培训机构

认定

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审批权在省安监局,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发 〔zO06〕 59号 /Ax

布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 )。

特种作业人员
(特 种设备操

作人员除外)

操作资格认定

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审批权在省安监局,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发 〔⒛06〕 59号公

布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 )。

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资格

认定

市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审批权在省安监局,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发 〔⒛06〕 59号公

市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 )。

房产测绘单位

资格初审

市房地产管瑾

局

审批权在省厅,转为正常工作 (原为嘉政发 〔⒛06〕 59号公布保

留的行政许可项目 )。

涉密行政许可项目 (不予公开 )

(二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6项 )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取 消 依 据

1

事业单位及相

关部门非强制

性培训收费标

准的制定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国家计委、财政部 (财规发 〔zO00〕 47号 )中 予以取消 (原为嘉政

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非行政许可项目 )。

二级以下客运

站服务收费标

准制定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与
“
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交通主管部门管理的辖区内公路客运站

收费标准制定
”

为相同标准,内容重复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非行政许可项目 )。

3
民办学校聘任

校长核准
市教育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二批中央在甘单

位第七批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⒛14∶

30号 )予 以取消 (原为嘉政公告 〔zO12)1号 中公布的非行政许

可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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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国家公务

员医疗补助实

施范围审批

市财政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三批取消调整和

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⒛14〕 62号 )予 以取消。

5

在公 路 上施

工、养护需中

断交通或绕道

通行的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政府部门第十二批中央在甘单

位第七批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甘政发 〔⒛14∶

30号 )予 以取消 (原为嘉政公告 〔zO12〕 1号 中公布的非行政许

可项目 )。

良国道、省道、

专用道、县道、

更新砍伐公路

甲地上的树木

申核

市交通运输局

该项和非行政许可项目
“
行道树采伐、更新的许可

”
重复,且市

交通局只负责县乡公路的建设,养护,国道,省道柜公路总段管
(原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非行政许可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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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府部门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共 3项 )

(一 )调整实施机关的行政许可项目 (2项 )

(二 )调整实施机关的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1项 )

序号 项目名称 调 整 依 据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1
食品生产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 2月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⒛ 09年 6月 1日

施行 )

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食 品流通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

⒉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⒛ 09年 6月

沲行 )

月

日
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市食品药品监皙

管理局

序号 项目名称 调 整 依 据 原实施机关 现实施机关

1

畜禽 定 点

屠 宰 厂
(场 )设置

许可,颁发

畜禽 定 点

屠宰证 书

和畜禽 定

点屠 宰标

志牌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38号 )

市商务局 市农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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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府部门新增行政审批项目和新增部分审批内容

行政审批项目(共 27项 )

(一 )新增行政许可项目 (22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企业投资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目录》内项目核准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

基辶 〔2004〕  20乓|)

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文物系统风险单位安全技术

防范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和工

程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θ 07年

12月 29日 ,国家主席令第 84号 )

市公安局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签注核发
《中国公 民往来台湾地 区管理办法》

(1992年 11月 17日 国务院发布 )

市公安局

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⒛ 03年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8号 )

市公安局

道路通行许可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丬

(⒛ 03年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8号 )

市公安局

非公募基金会成立、变更、注

销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2004年 3月 8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0号 )

市民政局

7
假肢和矫形器 (辅助器具 )生

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假肢和矫形器 (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

业资格认定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礅

部29号令 )

市民政局

8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⒛ 12年 12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民政局

9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号 )

市国土资源局

窆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沥

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

市国土资源局

11 然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583号 ,⒛ 11年 3月 1日 起施

行 )、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目录的决定》国发 〔⒛12〕 52

号

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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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或其产品的运输审批

《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

(1988年 11月 8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市农林局

省间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检

疫同意 (农业部分 )

《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 1月 3日 国夯

院发布。1992年 5月 13日 根据 《国务膑

关于修改<植物检疫条例>的决定》修订发

布 )

市农林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 591号令 )

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

艮出规划条件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2008年 1月 1

日起施行 )

市规划局

建设工程方案核定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2008年 1月 1

日起施行 )

市规划局

工程建设需改装、拆除或迁移

城市公共供水设施规划审批

《城市供水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158号 自 1994年 10月 1日 起施

行 )

市规划局

核定用地位置和界限 (用 地红

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2008年 1月 1

日起施行 )

市规划局

因工程建设需挖掘城市道路

的规划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 〔1996〕 第 198号 ,自 1996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市规划局

立社会公正计量行 (站 )审建

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⒛ 04年 6月 29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质量技术监驾

局

汽车租赁经营许可
《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甘肃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4年第 11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许

可

《甘肃省道路运输条例》(甘肃省人民代

袤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4年第 11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

(二 )新增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2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

购买备案证明核发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θ 5年 11

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5

号 )

市公安局

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各

案证明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 11

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6

号 )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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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增部分内容的行政许可项目 (3项 )

序号 原项目名称 新增内容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社会团体成立、

变更、注销登记

异地商会成立、

变更、注销登记

甘政发 〔⒛13〕 89号附件 1第 6页第

9项
市民政局

2
医疗机构设置及

执业许可

综合医院床位在

50θ 张以下,专科

医院床位在 200

张以下的医疗机

构设置及执业许

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 2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49

号)

市卫生局

3
医疗机构设置及

执业许可

原省卫生厅负责

的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 (不含三级

医院,包括其他

部门举办的各类

医疗机构、原省

卫生厅设置审批

的 民营 医疗 机

构 )的 执业登记

(换证 )、 校验及

变更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1994年 2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49

号)

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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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府部门保留行政审批项目 (共 259项 )

(一 )保留行政许可项目 (223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限额以下外商投资项目

陔准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2004轩

10月 9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

号)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

申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缶

∶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i

号)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

的合理用能专题论证审

查及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i

号)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 12月 12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88号 )

市教育局

实施学历教育、学前礅

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设

立、分立、合并、变更和

终止审批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

(⒛ 02年 12月 28日 国家主席令第 80号
市教育局

工业和信息化类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隼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

号 )

市工业和信 息化委员
入

宗教活动场所改建或者

新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条例》(2θ 04年 7月 7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号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人

殳立、合并、分立、终止

宗教活动场所审批

国家宗教局《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

记办法》(2θ 05年 4月 14日 国家宗教局

令第 2号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

9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审批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 7月 7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号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

申批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 7月 7日 中绊

廴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号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

生产、加工、经营清真食

品审批

《甘肃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2002年 1·

月 7日 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浍

议通过)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

照核发 (换发、补发、加

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2006年 4月

⒉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0号 )

市公安局

— 10—



内地居民前往或往来港

澳通行证核发 (签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

(1985年 11月 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帝令第 32号 )

市公安局

大陆居 民往来台湾地区

通行证核发(签注、加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Σ

(1985年 11月 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帘令第 32号 )

市公安局

卧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

陔发 (延期、换发、补发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

条例》(2013年 7月 3日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637号 )

市公安局

民用枪支持枪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缶

⒎月 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
市公安局

沧支 (弹 药 )运输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年 i

闩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号 )

市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

证核发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5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

号 )

市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

证核发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5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

号 )

市公安局

20 馅火燃放许可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1月

⒉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5号
市公安局

哂花运输许可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 1月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5号
市公安局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

可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200

年9月 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50

号)

市公安局

集会、游行、示威许可

《中华人 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

(1989年 1θ 月 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常令第 zO号 )

市公安局

釜融机构营业场所、金戽

妾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

审批及工程验收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公安局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陔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公安局

浓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

陔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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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公安局

迦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 )

市公安局

挖掘道路或者架设管线

申批

《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

(⒛ 03年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芾令第 8号 )

市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听的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勿所管理条例》(2002年 9月 29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3号 )

市公安局

耄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叉工程消防设计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

月 28日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

号 )

市公安局

窆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

叉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各

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月 28日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号 )

t 市公安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日28日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号)

f 市公安局

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证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 11

回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

号)

市公安局

梃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

墓地审批

《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 7月 2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25号 )

市民政局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

申批

《殡葬管理条例》(1997年 7月 21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25号 )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

销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 1(

月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

号 )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Σ

(1998年 10月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251号 )

市民政局

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变

更、注销,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登记、变更、

主销的核准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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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 华人民共

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1999年 10月 31日 修

订通过,自 ⒛0θ 年 7月 1日 起施行 )

市财政局

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

记账业务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 华人民共

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1999年 10月 31日 修

订通过,自 zO00年 7月 1日 起施行 )

市财政局

殳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申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 7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号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伢

章局

殳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艮其业务范围、中外合资
(合作 )职业介绍机构审

}比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伢

障局

44
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走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企业特殊工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 7月

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8号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的识

立、分设、合并、变更、

终止审批

《中国人 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

(⒛ 02年 12月 28日 国家主席令第80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章局

夜用地开发审核

《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zO04年 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

市国土资源局

建设项目占用国有未利

阐土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汪实施条例》

(1998年 12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256号发布 )

市国土资源局

国家基础测绘成果资料

是供、使用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国土资源局

丁级测绘资质资格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2002年 8月

29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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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山企业开采权变更、延

续、转让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⒉41号令 )

市国土资源局

市县级人民政府地质矿
宀主管部门审批的采矿

汉的转让审批及其小型

觇模矿产资源、砂石粘土

采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

市国土资源局

窆设项目(专项规划 )的

吓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包 括建设项目发生重

大变化,环境影响评价文

l+重 新审批和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自批准之日赶

满 5年方开工建设的环

竟影响评价文件重新审

核))与 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7号 )

市环境保护局

H0污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咔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 )

市环境保护局

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

没施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 )

市环境保护局

龟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冶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 )

市环境保护局

向大气排放转炉气等可

燃气体的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 )

市环境保护局

省内市州间危险废物联

移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号 )

市环境保护局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杉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 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⒛ 11年 7月 1日 起

沲行)

市建设局

燃气设施改动审批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583号 ,⒛ 11年 3月 1日 起

施行 )

市建设局

窆设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午可证申领资格初审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397号 ,⒛ 04年 1月 13日

施行 )

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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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及重

大内容修改审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79号 ,⒛ 00年 1月 30日 起施行 )

市建设局

成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

玫管线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建设局

臧市排水许可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建设局

因工程建设改装、拆除或

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诶

施审批

《城市供水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夯

完令第 158号 ,1994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市建设局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匡

国务院令第 198号 ,1996年 10月 1日 走

实施 )

市建设局

成市道路挖掘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198号 ,1996年 10月 1日 赶

沲行)

市建设局

成市建筑垃圾处置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建设局

门头牌匾设置审批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 绊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号 ,1992年 (

目1日 起施行 )

市建设局

大型户外广告审批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号 ,1992年 {

闩1日 起施行 )

市建设局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

及易地建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1996年

10月 29日 主席令第 78号 )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人民防空工程初步设计

审批

《甘肃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2010年 7月 29日 省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30号 )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

沲、设各拆除、更新、苡

造、迁移审批

《甘肃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2010年 7月 29日 省第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30号 )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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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工程拆除、改

造、报废审批

《甘肃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去)办法》(2010年 7月 29日 省第十一屉

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30号 )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审批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2010年 7月 29日 省第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30号 )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没置非公路标志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 7月

3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侩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

市交通运输局

涉路施工的许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穆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决定》(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床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zO04每

3月 28日 通过 )

市交通运输局

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

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

需要在公路上行驶的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1997年 7月

3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浍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

市交通运输局

新增客船投入运营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

沲细则》(根据 ⒛09年 6月 4日 交通运

渝部 《关于修改 (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

市交通运输局

乡道经营使用权或者产

衩变动的许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1997年
1

闩⒛ 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夯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⒛ 11年 。

目 31日 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订 )

市交通运输局

因抢险、防洪修筑堤坝、

压缩或拓宽河床危及 /Ax

路安全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3

号 )

市交通运输局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

(1987年 5月 12日 国务院发布 2008午

12月 2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

欠修订 )

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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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蹈

约许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3号 ,经

⒛11年 2月 16日 国务院第 144次常务会

议通过 )

市交通运输局

行道树采伐、更新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

号,⒛11年 2月 16日 国务院第 144次 常

务会议通过,自 ⒛11年 7月 1日 起施行

市交通运输局

要道及专用公路规划的

申核

《公路工程基本建设管理办法》(1983缶

!月 17日 颁布实施 )

市交通运输局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午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⒛ 04年 8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9号 )

市交通运输局

皈水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⒛ 02年 8月 2.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侩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市水务局

窿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

果砂、取土、淘金、弃置

眇石或者淤泥、爆破、钻

深、挖筑鱼塘、在河道滩

地存放物料、修建厂房或

者其他建筑设施、在河道

难地开采地下资源及进

行考古发掘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⒛ 02年 8月 2.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浍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市水务局

水库汛期安全调度运用

计划审批

甘肃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力

去 (⒛ 04年 6月 4日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

市水务局

嗔堵、占用或者拆毁江

可、故道、旧堤、原有工

陧设施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

年 6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号公布 )

市水务局

干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捎

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阜

12月 25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

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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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含旅游设施项目)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⒛ 02年 8月 2.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浍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市水务局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约审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61号 ,⒛ 02年 8月 29日 )

市水务局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

丈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

年6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篥

⒊号 )

市水务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抖

工程设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X⒛ 02年 8月 2.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浍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

市水务局

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

非防洪建设项 目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 8月

⒉9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7年 8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 )

市水务局

其它主要农作物种子(含

草种、食用菌种)生产许

可证、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与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O艮据 2004

年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的决定》修正)

市农林局

梃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 5月 8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16号发布,根据

zO01年 11月 29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农

药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

市农林局

值物检疫合格证核发
《植物检疫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夯

吭令第 98号 )

市农林局

沐区经营加工木材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8号 ,自 ⒛0(

年 1月 29日 起施行 )

市农林局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根据 199{

年 4月 29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

^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市农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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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根据 1998

年 4月 29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

市农林局

沐木种苗生产、经营许可

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 7月

3日 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 )

市农林局

沐木种苗质量检验证核

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 7月

3日 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 )

市农林局

軎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兽药管理条例》(1987年 5月 21日 国

务院发布 根据 ⒛01年 11月 29日 《国

务院关于修改 〈兽药管理条例〉的决定》

市农林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陔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 华人民哄

和国主席令第 45号 )

市农林局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号 )

市农林局

国内异地引进种用动物

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

检疫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号 )

市农林局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杉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1号 )

市农林局

临时占用草原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1985年 6月

18日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⒛02年 12月 28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

市农林局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榷

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农林局

电拉机登记及驾驶员讧

陔发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 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63号 ,经 ⒛09年

9月 7日 国务院第 80次 常务会议通过 ,

自⒛09年 11月 1日 起施行)

市农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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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牌

照证照核发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 华

^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6∶

号,经 ⒛09年 9月 7日 国务院第 80次 常

务会议通过,自 ⒛09年 11月 1日 起施行

市农林局

仝民所有水域和滩涂荪

直使用证的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六届全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矽

于1986年 1月 ⒛ 日通过)

市农林局

参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

畜牧业生产服务设施使

咽草原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02年 12

月 28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 )

市农林局

睬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

为林业生产服务工程设

沲占用林地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⒛ 00年 1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夯

院令第 278号 ,⒛ 11年 1月 8日 中华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88号修订)

市农林局

森林植物及其产品和其

他繁殖材料调运检疫审

批

《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 5月 13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98号 )

市农林局

木材运输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年 4月

⒉9日 主席令第 3号 ,根据 ⒛09年 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

二次修正 )

市农林局

酉类商品批发许可证核

发

《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条例》(2005年 .

月 23日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夯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改通过 )

市商务局

没立二手车鉴定评估胡

沟审批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2005年 08月

29日 商务部、公安部、工商
`总
局、税夯

总局令 zO05年 第 2号 )

市商务局

殳立娱乐场所的审批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 3月 1日

申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听审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⒛θ2年 9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363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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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其他

印刷品印刷企业、印刷经

营活动 (打字复印)设立

或变更经营活动以及兼

并、合并、分立审批

《印刷业管理条例》(⒛ 01年 8月 2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15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洱

出版局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

业务范围审批或兼并、合

并、分立审批。法定代表

人及电影发行放映经营

活动变更备案

《电影管理条例》(2001年 12月 25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2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洱

出版局

125
没置卫星接收设施接啦

竟内卫星电视节目审批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丬

(1993年 10月 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伤

院令第 129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窆立城市社区有线电初

系统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412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旨像制品零售、电子出叛

勿零售、报纸、期刊、图

书的批发零售许可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1年 12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1号公

市,根据 zO11年 3月 19日 《国务院关于

隆改〈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各市州与工作指导、信息

突流等内容相关的(除委

吒印刷宗教内容以外 )内

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核

发

《印刷业管理条例》(⒛ 01年 8月 2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15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

出版局

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许

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 2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49号 )

市卫生局

130
医师、护士执业注册及变

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年

;月 2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号 )

市卫生局

外籍医师在华短期执业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卫生局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 8月

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86号 )

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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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1987年 4月

1日 国务院发布)

市卫生局

洪水单位卫生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卫生局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枯

及人员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轩

L0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

号)

市卫生局

改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可(简称放射

诊疗许可 )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匡

王生部令第46号 )

市卫生局

斫、改、扩建职业病危害

乍业场所卫生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

年12月 31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浍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

市卫生局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执业许可证核发

《计划生育技术月艮务管理条例》(2001年

6月 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9

号公布,⒛ 04年 12月 10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428号修订)

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计划生育技术人员执业

证书核发

《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9年

11月 28日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浍

议通过,⒛14年 3月 26日 省十二届人六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修正 )

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乡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夯

机构开展技术服务项目

审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辱
ˉ
月 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

号公布,zO04年 12月 10日 中华人民樊

和国国务院令第428号修订)

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再生育审批

《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9年

11月 28日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义通过,⒛14年 3月 26日 省十二届人六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修正 )

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渝卵 (精 )管复通手术审

}比

《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989年

l1月 28日 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过,⒛14年 3月 26日 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修正 )

市人 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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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展终止妊娠业务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zO01年 12月 29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

市人田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

沧时占用体育设施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年 8月

⒉9日 颁布,1995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

市体育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

立站点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体育局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审批

《全民健身条例》(2009年 8月 19日 国

务院第 77次常务会议通过,⒛ 09年 1C

闩1日 起施行)

市体育局

驭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 鲜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2号 ,第十一届拴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浈

会议于 zO11年 12月 31日 通过,自 ⒛0∶

年12月 31日 起施行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龟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陔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号 ,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于⒛02年 6月 29日 通过,自 ⒛02年 11

月 1日 起施行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咽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核

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45~

号令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生产经营单位新建、苡

建、扩建项目安全设施苡

计审查及竣工验收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号 ,第九届全国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识

于⒛02年 6月 29日 通过,自 ⒛θ2年 11

月 1日 起施行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帚

餐饮服务许可证核发属

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

)月 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⒛ 09年

s月 1日 施行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152

荮品经营许可证 (零售 )

陔发及药品零售企业经

旨质量管理规范 (GsP)

汰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01年

⒉月 28日 全国人大修订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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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经营 (零售 )许可讧

许可事项变更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0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堙
日

售销场市

比

肠

翮

市

药

集

方

乡

处

城

非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0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瑾
帚

三第

比删蜘
雕
椭

品

精

药

类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 鲜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2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帚

袜醉药品和第一类精衬
药品运输证明核发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 鲜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2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沐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邮
葑证明核发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2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阱研和教学所需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和毒性药品
(含对照品)购用审批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 1

目27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

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医疗用毒性药品收购、经
营单位审批

《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 1

闩27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

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堙
局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
可证》核发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θ 14年 2月
[2日 国务院第 39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瑾
局

呔事粮食收购许可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04年 5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7号 )
市粮食局

址

或

原

护

施
保

实
地

位
异

捭

膨

蜊

保

和
的

物

护
除

文

保

拆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04年 5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07号 )
市文物局

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
设工程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
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
标本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文物局

保

设
挖

市
范

程
等

窿

沪

工

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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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

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缶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寸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为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

泊摄馆藏三级文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陔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匝的国有纪念建筑物或

者古建筑作其他用途的

申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藏

品档案、藏品管理制度及

购买文物记录;文物经营

单位销售文物记录;文物

拍卖单位拍卖文物记录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⒛ 03年 5月 13日 国务院第 8次常务会

议通过 )

市文物局

170

由政府出资修缮的非国

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转

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的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年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乍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禾

寞他单位借用国有文物

次藏单位馆藏文物举力

艮览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7隼

12月 29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修订通过 )

市文物局

172 选址意见书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窆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含

沧时)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窆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含

临时)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骀

次合格书》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

^氐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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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妃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窆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内

杏变更审批

《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办法》(甘肃

省人民政府令第 50号 ,自 ⒛08年 12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窆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

条件核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臧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

汰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规划局

住宅、乡 (镇 )村企业、

乡(镇 )村公共设施和讼

益事业建设选址审批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篥

116号 ,自 1999年 11月 1日 起实施 )

市规划局

攵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

约使用性质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规划局

公司 (企业 )名 称预先核

隹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2012年 11

月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628号令

渗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私营企业设立、变更、注

诮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1988年 6月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窃

院令第 4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设立、变更、注销澄

记 (含分公司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 1·

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号修

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法人开业、变更、注

销登记 (包括企业法人及

其设立的分支机构、非汔

人企业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列》(1988年 6月 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1号公布,⒛14年 2月 19日 国

务院第 648号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仝业集团设立、变更、注

诮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1988年 6月 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1号公布,⒛14年 2月 19日 国

务院第 648号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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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资企业登记 (设

立、变更、注销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

(1999年 8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筝第⒛ 号发布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合伙企业登记 (设立、变

更、注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2006年

: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5号

公布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仅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

(zOθ 6年 10月 31日 主席令第 57号公布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登记 (设立、

变更、注销 )

《个体工商户条例》(2011年 3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6号公布 ,

2θ 14年 2月 19日 国务院第648号 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告经营许可证核发
《广告管理条例》(1987年 10月 6日 国

务院颁布)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户外广告登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哂草广告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走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 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28号 ,1985年 9月 6日 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86年 7月

1日 实施)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置力管道的设计 、安岽

陡用、检验单位和人员资

恪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年 (

月 29日 通过 )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合格

证核发(除氧仓维护管理

人员、客运索道作业人

员、大型游乐设施管理安

装人员除外 )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3年 6

月 29日 通过 )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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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中 央编办发 (zO05〕 15号 )

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

归侨侨眷身份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实施办法》(2004年 6月 23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0号 )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倾

务办公室 )

200
制作、复制国家秘密载体

定点单位认定

《中华人名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于

2θ 10年 4月 29日 ,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篥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弟

十四次会议通过)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匡

家保密局 )

卜额贷款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营业

呀所变更审批

《甘肃省小额贷款公司管理试行办法 )

(甘金办发 〔⒛13〕 422号 )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金

融工作办公室 )

昕建、扩建、改建的工稆

沆震设防要求审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

12月 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中 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7号公布,自 2009年 ￡

月 1日 起施行 )

市地震局

203
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登

记备案与核准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⒛ 01年 11

月 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323号公布,自 zO02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地震局

204

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

则环境保护范围内新建、

旷建、改建工程项目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

12月 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中 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7号公布,自 2009年 5

月 1日 起施行 )

市地震局

对出卖、转让集体所有、

个人所有以及其他不属

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

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

者应当保密档案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 7月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聿二十次会议修正 )

市档案局

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房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⒛ 07年 8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72号 )

市房地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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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业管理企业设立资质

申批

《物业管理条例》(⒛ 07年 8月 26日 《国

务院关于修改 〈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

;θ4号修订 )

市房地产管理局

208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⒛ 07年 8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筝第 72号 )

市房地产管理局

209
旁地产中介企业设立资

贡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Σ

(⒛ 07年 8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 72号 )

市房地产管理局

吹伐、移植城市树木的审

}比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 6月 22日 咔

华人民共和国令第 100号发布 )

市园林局绿化管理局

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审

}比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 6月 22日 咔

华人民共和国令第 100号发布 )

市园林局绿化管理局

三级及以下城市园林绿

化施工企业资质审批、发

证、年审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丬

(1995年 7月 4日 建城 〔1995〕 383号 )

市园林局绿化管理局

城市绿化工程的竣工骀

收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 6月 22日 中

毕人民共和国令第 1θ 0号发布 )

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建设单位因建设需拆赊

吓境卫生设施的批准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

tF6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哄

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号发布,自 1992缉

〕月 1日 起施行 )

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呔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耆

跬清扫、收集、运输、岚

哩等月艮务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环境卫生管理局

l/L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90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

辆营运证和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谈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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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加客运班线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绊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220 道路货物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道路运输站 (场 )经 营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222
,L动 车驾驶员培训经营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4)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223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榷

汰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 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⒛ 00)第 406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二 )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36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玫府出资的投资项目审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

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中 发 (zO13〕 .

号)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

羞辶 〔2004〕  20弋|)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省级权限内技改投资项目的审

比、核准和备案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瑾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3年 第 :

号 )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5万千瓦以下用户侧风力发电

项目审批 (不 申请国家补助资

金 )、 1万千瓦以下用户侧光伏

发电项目审批(不 申请国家补助

资金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

: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 ∷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5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

品和服务价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 1

目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号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仔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 1:

目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号 )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不申请国家补助资金、不跨市州

妁 110KⅤ 输变电线路建设项目

申批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下放 41项行政审

比项 目部分审批权的决定》(甘 政发

〔2012〕  103弋|)

市发展和 改革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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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免 (缓)学 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由 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⒛06年 6月

⒉9日 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冷

第52号公布 )

市教育局

宗教团体负责人审批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中 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号 )

市民族宗教事

务委员会

公开招标以外的政府采购方式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02笄

;月 29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窃

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

市财政局

行政事业单位账户设立审批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机关

事业单位银行帐户管理暂行办法>的 逦

知》(甘政发 〔zO03〕 47号 )

市财政局

中等以下教育机构聘请外国专

家资格初审权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人力资源和

注会保障局

蓥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

洛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年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

号 )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

落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0拜

10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

号 )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镟

2004年 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六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Σ

第二次修正 )

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征用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

⒉004年 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

市国土资源局

土地登记

《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1998年 12月 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256号 )

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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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换

⒛θ4年 8月 28日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六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Σ

第二次修正 )

市国土资源局

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边界河沩

上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猷

申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04年 6月

4日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次会议修正 )

市水务局

战品油零售企业及分支机构经

营资格许可证的初步审查

商务部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务部

⒉006年第 23号令公布 )

市商务局

殳立拍卖企业及分公司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2004年 8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3号 )

市商务局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方案的

审查

《直销管理条例》(已 经 ⒛05年 8月 1(

日国务院第 1θ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zO0.

年 12月 1日 起施行 )

市商务局

没资总额在 5000万 美元以下
(含 5θ 00万美元 )的 非限制类

卟商投资项目合同章程的审批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⒛ 01年 3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8号 )

市商务局

设立、变更或终止旧货企业、旧

货连锁店

国内贸易部、公安部 《旧货流通管理力

法 (试行 )(1998年 3月 9日  国内贸

易部、公安部内贸行一联字〔1998〕 第 6

号 )

市商务局

乡镇设立广播电视站和机关、部

队、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设立有

线广播电视站审批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 8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88号 )

市文化广播影

祝新闻出版局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届拴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识

于⒛09年 6月 27日 修订通过,自 ⒛1(

年1月 1日 起施行 )

市统计局

泊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公

市为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点的审
I【0

《甘肃省文物保护条例》(2010年 9月 2.

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市文物局

装修时搭建建筑物、构造物及苡

变住宅外立面,在 非承重墙上开

门、窗的规划审批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

邬令 〔2002〕 第 110号 ,自 ⒛02年 5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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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镇体系规划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浒

可审批事项的通知》(国 办发 〔zO04〕 6。

号)

市规划局

臧市规划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 华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号 ,自 2008年 :

目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风景名胜区规划审批

《风景名胜区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474号 ,于 ⒛06年 9月 6日 国

务院第 149次 常务会议通过,自 zO06年

12月 1日 起施行 )

市规划局

割作、复制国家秘密载体定点荦

匝认定

《保密法》 (于 9010年 4月 29日 ,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市人 民政府力

公室 (国家保密

局 )

臧市建设档案馆接收规定范匡

以外档案审批

《城市建设档案归属与流向暂行办法 )

(1997年 7月 28日 国家档案局印发 )

市档案局

录化工程设计方案的审查、审刊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 6月 22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令第 10θ 号 )

市园林绿化笮

哩局

/Axˉ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月艮务摊点

约审批

《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 6月 22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令第 100号 )

市园林绿化管

哩局

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资格认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0ε

年4月 24日 全国人大修订通过 )

市残疾人联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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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政府部门取消、保留备案制管理项目 (共 85项 )

(一 )取消备案制管理项目 (2项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取 消 依 据 实施机关

1 农机异动登记

属于正常工作,转为管理服务类事项
(原 为嘉政公告 〔⒛12〕 1号 中公布的备案制

管理项目)

市农林局

2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

该项许可在环保部门
(原 为嘉政公告 (⒛ 12〕 1号 中公布的备案制

管理项目)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二 )保留政府对行政相对人的备案制管理项目 (80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企业投资《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外项目

备案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 发

〔2004〕  20乓扌)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价格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 12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号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收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 12月 2s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号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申报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 12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2号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甘肃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甘政

办发 (zO11〕 125号 )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对市内企业投资的工

业和信息化项 目进行

各案

《工业和信息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暂行

办法》(2011年 10月 11日 甘工信发 (⒛ 11)

650号 )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

7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

织成员备案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 7月 7日 国务院第

57次常务会议通过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

8 宗教教职人员各案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 7月 7日 国务院第

57次常务会议通过 )

市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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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刻制登记备案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公安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各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0月 28

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 )

市公安局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

防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 1θ 月 28

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号 )

市公安局

吐会团体印章、账号各

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 10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号 )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

账号备案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

年 10月 25日 国务院令第251号 )

市民政局

以实施职业教育为主

的民办学校招生简章

和广告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

12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0号 )

市人力资源和社侩

保障局

矿产资源储量登记
《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国 土资源部

第 23号令 )

市国土资源局

实施强制性企业清洁

生产审核结果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4号 )

市环境保护局

建设工程项 目施工图

没计文件审查备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279号 ,zO00年 1月 30日 起施行。∶
市建设局

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

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

设施的安装项 目和市

政工程项 目招投标备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21号 ,⒛ 00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建设局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和相关文件备案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279号 ,⒛ 00年 1月 30日 起施行 :

市建设局

建筑工程安全开工条

l+备案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393号 ,⒛ 04年 2月 1日 起

施行 )

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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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安全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水利部

令第 26号 )

市水务局

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

理方案各案

《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暂行规定》(水利部

令第 9号 )

市水务局

拆除工程、爆破工程安

全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水利部

令第 26号 )

市水务局

施工登记备案
《甘肃省实施水法办法》(2004年 11月 26日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

市水务局

设立农作物种子分支

经营机构的备案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1

年 8月 22日 农业部第 3号令发布 )

市农林局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及变更

《对外贸易经营者各案登记办法》(2004年 ‘

月 25日 ,商务部令 ⒛04年第 14号令公布 )

市商务局

酒类零售备案登记及

变更

《酒类流通管理办法》(2005年 11月 7日 ,

商务部 ⒛05年第 25号令 )

市商务局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

案、变更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发

改委、公安部、建设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

⒛07年第 8号令 )

市商务局

洗染经营备案
《洗染业管理办法》(2007年 5年 11日 商务

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令 zO07年 第 5号 )

市商务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规

摸发卡企业、其他发卡

企业备案及备案事项

变更审核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 )(201￡

年 9月 21日 商务部 ⒛12年第 9号令 )

市商务局

设立营业性演出场所、

个体演出经纪人、个体

演员备案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 7月 7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9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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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美术品经营活动

的经营单位

备案

《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2004年 7月 1日 文

化部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局

单位 内部设立印刷厂

的登记

《印刷业管理条例》(2001年 8月 2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15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局

广播电台、电视台开办

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

直播节目备案

《关于加强广播电视群众参与的直播节目管

哩的通知》(1999年 11月 9日 中宣部、国家
冖电总局广发编字 〔1999〕 703号 )

市文化广播影视新

闻出版局

病残儿医学鉴定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Ωθθ1年 6月

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09号 )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医疗、保健机构开展讨

划生育技术服务项 目

的备案

《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经 1989年

11月 28日 甘肃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11次浍

议通过)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 591号令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

源及有关安全措施、应

急措施备案

《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于zO02年 6月 29日 通过,自 ⒛0彡

年 11月 1日 起施行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危险化学品登记备案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 591号令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哩局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备案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445号令 )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哩局

医疗机构紧急借用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各案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2005年 E

月 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42号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备案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14年 2月 1

日国务院第 39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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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14年 2月 12

日国务院第 39次 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旅行社设立分社及服

务网J点 备案

《旅行社条例》(2009年 5月 1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0号 )

市旅游局

公司章程修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2θ 05

年 12月 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1

号,⒛ 14年 2月 19日 国务院第648号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董事、监事、经瑾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2005

年 12月 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1

号,zO14年 2月 19日 国务院第648号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清算组成员及负

责人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2005

年 12月 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1

号,⒛ 14年 2月 19日 国务院第648号令修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分公司 《营业执照》备

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2005

年 12月 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1

号,⒛ 14年 2月 19日 国务院第648号令修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非公司法人改变主管

部门,未涉及主要登记

事项变更的,向原登记

机关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

行细则》(2014年 2月 20日 国家工商总局冷

第63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相

构备案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θ 14年 2月

20日 日国家工商总局令第63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纪项目、执业记录、

执业人员基本资料以

及聘用、解聘执业人员

合同备案

《经纪人管理办法》(2004年 8月 28日 工商

总局令第 14号发布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殊标志使用合同备

案

《特殊标志管理条例》(1996年 7月 13日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⒛2号发布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拍卖活动各案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 (⒛ 13年 1月 5日 国家

工商总局令第 59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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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变更名册备案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2014年 2

月 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8号修

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修改

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

的,修改后的章程或章

程修正案备案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2014年 ·

月 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8号修

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集团修改章程备

案

《企业集团登记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 4月

5日 工商企字 〔1998〕 第 59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名称简化备案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2012年 11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8号修订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企业 (包 括公司)法 走

代表人本人的签字名

案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

年 6月 23日 工商总局令第 90号发布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动产抵押登记
《动产抵押登记办法》(20θ 7年 10月 17日 国

家总局令第 30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品牌汽车备案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2005年 2月

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改委、国家

工商总局令 ⒛05年第 10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

代理收费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1994年 10月 2;

日主席令第 34号 )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已 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⒛13年 6月 29日 通过 ,

自⒛14年 1月 1日 起实行 )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企业产品标准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年 12月

29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1988年 12月 29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11号公布,自 1989年 4月 1

日起施行 )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因公出国 (境 )初审备

案

《外交部、中央外办、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关

于进一步规范省部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因公

临时出国的意见》(中 办发 〔⒛13〕 16号 )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外 事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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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国有企业资产与

产权变动档案备案

《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

去》(1998年 3月 5日 国家档案局、国家经济

本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

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 )

市档案局

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

年 8月 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号
市房地产管理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

执照备案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 7

月⒛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

市房地产管理局

业主委员会备案核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指导规则》的通知 (建房 〔⒛θ9〕 274号 )

市房地产管理局

兼租住房申请审核登

记
《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建设部令第 162号 ) 市房地产管理局

道路客、货运输经营者

设立分公司备案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迈

输部令 ⒛12年第 8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从事省际包车客运企

业使用包车标志牌名

案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

渝部令 ⒛12年第 8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从事货运代理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 ⒛12年第 1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变更名称、法定代表

人、地址等事项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 ⒛12年第 1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

业异地经营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 ⒛12年第 1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阢动车维修工时单价

际准各案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⒛05

年第 7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各

案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筝⒛06年第 9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道路运输车辆二级维

护备案

《道路运输车辆维护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筝⒛01年第 4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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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

教育备案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

运输部令 ⒛11年第 13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阢动车驾驶员培训枳

沟学时收费标准备案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筝⒛06年第 2号 )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客运班车发班方式和

时间的备案

大表瞅
)

人

号

省
口
Ⅱ

黼

辚

》
 
1

例

⒛

条
 
,

输

告

〓迈

公

路

会

道

员

省

委

肃

务

甘

常

《

会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三 )保留政府对政府的备案制管理项目 (3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支术合同认定登记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 (国 科发政字
(2000〕  063号 )

市科技局

2 公章刻制登记备案
《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国发 〔1999〕 25号 )

市公安局

地方统计调查制度的

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 ⒛09年

6月 27日 修订通过,自 ⒛1θ 年 1月 1日 起施

行 )

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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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嘉单位保留行政审批项目 (共 81项 )

(一 )保留行政许可项目 (33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 施 机 关

1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

理支库业务审批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 (⒛ 01〕 第 1号 )

中国人民银行市中

心支行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

理乡镇国库业务审

批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行令 〔zO01〕 第 1号 )

中国人 民银行市中

心支行

3 贷款卡发放核准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银发 〔1999〕

281号 )

中国人 民银行市中

心支行

银行账户开户许可

证核发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 国人民银

行令 〔20θ 3〕 第 5号 )

中国人民银行市中

心支行

5
对纳税人延期 申搦

的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⒛01年 4月 28日 修订通过,自 ⒛01年 5月 1

日起施行 )

市国家税务局

6

增值税专用发票 (增

值税税控系统)最高

开票限额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⒛ 04年 6月 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412号 )

市国家税务局

7
对纳税人变更纳稂

定额的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⒛θ2年 9月 7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362号公布,根据 ⒛12年 11月

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8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

市国家税务局

8

对采取实际利润额

预缴以外的其他企

业所得税预缴方式

的核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⒛ 07年 11月 28日 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通

过,自 ⒛08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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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影响气象探测

环境的建设项 目选

址、土地征 (占 )用

和基建项目的同意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9根据 2004年 6月 4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外国组织和个人在

我市从事气象活动

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1999年 10月 31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 1999年 10月 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23号公布,自 ⒛00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气象局

升放无人驾驶 自由

气球或者系留气球

活动审批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4年 6月 Z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坩

肃省气象条例 )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使用非气象主管部

门提供的气象资料

的审查鉴定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4年 6月 4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向社会发布气象预

报和灾害性天气警

报的批准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4年 6月 4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广播、电视等传播媒

介改变气象预报节

目播发时间、内容和

画面的审查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4年 6月 四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从事气象科技服夯

的审批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θ 04年 6月 闪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防雷防静电建筑物、

设施设计的审查

《甘肃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08年 7月 22

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市气象局

防雷防静电建筑物、

没施的竣工验收

《甘肃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08年 7月 2彡

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市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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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增雨 (雪
)、 防

雹等作业的批准

《甘肃省气象条例》(1999年 5月 29日 省九届

^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θ4年 6月 z

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甘

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市气象局

气象技术装备 (含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设

备 )使用许可证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1999年 10月 31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

会议通过,1999年 10月 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23号公布,自 ⒛00年 1月 1日 起施行 )

市气象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

务范围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于⒛06年 10月 31日 通过)

市银监分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业

务范围内的业务品

种的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于 zO06年 10月 31日 通V

市银监分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设立、变更、终止

《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

办法》 (已 由中国银监会第 129次主席会议于

⒛12年 10月 10日 通过)

市银监分局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 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58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于⒛06年 10月 31日 通过)

市银监分局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证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1991年 6月 2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公

布;根据 ⒛09年 08月 27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

次修正;根据 ⒛13年 12月 28日 第十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等七部法

律的决定》第二次修定 )

市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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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程建设需要 占

用、挖掘公路或使公

路改线的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19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4

年 8月 28日 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设置和改造平面交

叉道口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19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4

年 8月 28日 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利用公路桥梁、隧

道、涵洞铺设管线;

跨 (穿 )越公路修建

桥梁渡槽、架埋管线

设施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 19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θ 4

年 8月 28日 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在公路用地范围内

架设、埋设管 (杆 )

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审令第 19号 ,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4

年 8月 28日 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在公路两侧建筑控

制区内架设、埋设管
(杆 )线、电缆等设

施许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93号 ,经 ⒛11年 2月 16日 国务院第 14叫

次常务会议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公路用地范围内设

置或利用公路设施

悬挂非公路标志审

批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593号 ,经 ⒛11年 2月 16日 国务院第 144

次常务会议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超过公路或者公路

桥梁限载标准确需

行驶公路的许可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已 由甘肃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⒛11年 5月 31日 修订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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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轮车、履带车行驶

公路许可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已 由甘肃省第十

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⒛11年 5月 31日 修订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更新采伐公路行道

树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第 19号令,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4

年 8月 28日 通过 )

市公路路政执法管

理处

(二 )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45项 )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施机关

1

对办理税务登记 (注

销、外出经营报验 )

的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⒛01年 4月 28日 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 《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公布,自 2001

年 5月 1日 起施行 )

市国家税务局

对吸纳下岗失业人

员达到规定条件的

服务型、商贸企业和

对下岗失业人员从

事个体经营减免稷

的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和促进就业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⒛10〕 84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对增值税一般纳稍

人资格认定的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拙

顷目的通知》(国 办发 〔⒛04〕 62号 )

市国家税务局

申请开具红字增伯

税专用发票的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

觇定的通知》(国税发 〔⒛06〕 156号 )

市国家税务局

5

未按期 申报抵扣增

值税扣税凭证申请

继续抵扣的审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按期申报抵扣增值税扣

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⒉011年第 78号 )

市国家税务局

退还集成电路企业

采购设备留抵税额

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退还部分项目进口

设备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通知》(财税 〔⒛10∶

100号 )

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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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增值税 即征 即退审

批

《财政部关于税制改革后对某些企业实行
“
先征

舌退
”

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的通知Σ

(〔 1994〕 财预字第 55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促进残疾人就业企

业增值税退税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

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⒛07〕 92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对承担粮食收储任

务的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免征增值税的

审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

免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9〕 198号 )

市国家税务局

拍卖行拍卖免征增

值税货物审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拍卖行取得的拍卖收入征

收增值税、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

〔1999〕 40号 )

市国家税务局

11
软件产 品增值税退

税审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礅

策的通知》(财税 〔⒛11)100号
市国家税务局

营改增后随军家属

优惠政策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E⒛ 13〕 3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营改增后军队转业

干部优惠政策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⒛ 13〕 3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营改增后退役军人

优惠政策审批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⒛ 13〕 3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对承担粮食收储任

务的国有粮食购销

企业和经营免税项

目的粮食经营企业

以及有政府储备食

用植物油销售业务

的企业增值税免税

资格的审核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粮食企业增值税征

免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9)198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

运输车辆免征车辆

购置税审核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令

第 2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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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购置税完税车

辆退车的退税审核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冷

第2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车辆购置税完税车

辆不予登记的退税

审核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令

第2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车辆购置税 已完税

设有固定装置非运

输车辆退税审核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令

第 2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公共汽电车辆免征

车辆购置税的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 交通运输部关于城市公交企业

购置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 〔zO12〕 61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出 口货 物 劳 务 退
(免 )税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拙

顷目的通知》(国 办发 〔⒛04〕 62号 )第 134项
市国家税务局

葡萄酒消费税退秽

审揪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葡萄酒消费税管理力

法 (试行 ))的诵知》(国税发 〔⒛06〕 66号 )

市国家税务局

销货退回的消费稆

退税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丬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1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出口应税消费品办

理免税后发生退关

或国外退货补缴消

费税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1号 )

市国家税务局

消费税税款抵扣审

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费税纳税申

报及税款抵扣管理的通知》(国税函 〔⒛06〕 76‘

号 )

市国家税务局

成品油消费税征稂

范围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税有关政策问题的/Ax

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⒛12年第 4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主管税务机关对非

居民企业适用行业

及所适用的利润率

的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核

定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⒛10〕 19

号

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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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取得的符合条

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享受所得税优惠核

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⒛09〕 212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安置残疾人员和国

家鼓励安置的其他

就业人员所支付工

资的加计扣除的核

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

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  70乓午)

市国家税务局

创业投资企业享受

创业投资所得税优

惠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秽

优惠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⒛09〕 8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

的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或缩短折旧年限

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

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⒛09〕 81

号 )

市国家税务局

石脑油、燃料油消费

税退税审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用于生产乙烯、芳烃

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退 (免 )消 费税暂

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⒛12年第

36号 )中 《用于生产乙烯、芳烃类化工产品的石

脑油、燃料油退 (免 )消 费税暂行办法》

市国家税务局

企业享受综合利用

资源所得税优惠的

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

优惠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⒛09〕 185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企业享受文化体制

改革中转制的经营

性文化事业单位所

得税优惠的核准

巛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

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

玫策的通知》(财税 〔⒛09〕 34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企业享受生产和装

配伤残人员专门用

品企业所得税优惠

的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生产和装

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的通

知》(财税 〔⒛11〕 81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

昕得税优惠的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预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4号 )

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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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

组织享受免税收入

优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

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财税 (⒛ 09〕 122

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

享受所得税优惠的

备案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

问题的补充通知》(国 税函 〔⒛09〕 255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动漫产业企业享受

昕得税优惠的备案

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挟持动漫产业发展

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⒛09〕 65号
:

市国家税务局

节能服务公司实硇

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

享受所得税优惠峨

备案核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

发展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 〔⒛10)110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及清洁发展机

制项 目实施企业享

受所得税优惠的备

案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

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 〔⒛09)255号 )

市国家税务局

非居 民享受税收协

定 (含 与港澳台协

议 )待遇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拙

项目的通知》(国办发 (⒛ 04〕 62号 )

市国家税务局

汇总纳税企业组织

结构变更审核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稆

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国 家税夯

总局公告 ⒛12年第 57号 )

市国家税务局

偏远地 区简并征期

认定

《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令第 16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中国税收居 民身仂

的认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

明〉开具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⒛08〕 829号 )

市国家税务局

(三 )保留涉密行政审批项目 (3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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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嘉单位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共 17项 )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 施 机 关 取 消 依 据

1

信用证、托收、预付

货款项下进口付汇核

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 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2

睬税仓库下寄售、代

销、买断方式项下进

口付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3

报关单上经营单位与

付汇单位不一致项下

进口付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zO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4
退汇项下进口付汇杉

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zO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批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转口贸易项下进口付

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6
异地付汇项下进口付

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深加工结转项下进口

付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zO13)89号 省政府第十批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境外工程使用物资项

下进田付汇核销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批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异地付汇项下进田付

汇备案核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ll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出口单位领取出口收

汇备案核销单核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 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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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单位出口退赔外

汇核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恃殊经济区域内机构

外汇登记变更、注销

陔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zO13〕 89号省政府第十批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竟外投资外汇资金
(资产 )来源审核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⒛13〕 89号省政府第十批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企业进口预付货款退

汇核准
国家外汇管理局市中心支局

甘政发 〔zO13〕 89号省政府第十拙

公布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

分支机构变更营运资

金审批

市银监分局 变更为备案制管理项目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樵

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

所审批

市银监分局 变更为备案制管理项目

中资商业银行、农村

中小金融机构、城市

信用社、邮储银行等

设立自助银行审批

市银监分局 变更为备案制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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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设 立 依 据 实 施 机 关

1

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

员在同一法人机构内同类性

质平行调整职务备案

《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沲办法》 (已 由中国银监会第 129次主席会议

于⒛12年 10月 10日 通过)

市银监分局

2

中资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

机构、城市信用社、邮储银行

等设立自助银行备案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

目的决定》(国发 〔⒛12〕 52号 )

市银监分局

高级管理人员代为履职各案

《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办法》 (已 由中国银监会第 129次主席会议

于 zO12年 1θ 月 10日 通过)

市银监分局

4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相

构变更营业场所备案

《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分

攴机构变更营业场所问题的通知》(银监办发

〔2012〕  292焉|)

市银监分局

5
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机

构变更营运资金各案

《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

的调整意见 (试行 )(银监办发 〔⒛09〕 143

号 )

市银监分局

八、在嘉单位保留政府对行政相对人的备案制管理项目(共 5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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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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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4年 9月 3日 印发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