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室文件
郑政改办文〔2018〕5 号

郑州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室
关于调整郑州市发展改革委等 7 个部门
行政审批事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简政放权政策，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经研究，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室决定对市发展改革
委、市建委、市城管局、市气象局、市文物局、市水务局、市环
保局等 7 个部门共 9 项行政审批事项及中介服务事项予以调整
（见附件）,并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依据调整后的事项目录，按照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做好相应衔接工作，及时调整部门清单
目录。

二、各单位要制定相关配套工作机制，建立权力运行流程，
明确责任分工，全面落实新增、取消、下放、调整前置条件、法
律依据等相关调整意见，并在市政务服务网上公开。
三、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郑州市行政审批清单动态调整事项目录
2.郑州市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动态调整事项
目录

2018 年 1 月 24 日

附件 1

郑州市行政审批清单动态调整事项目录
（共 6 项）
修改权责事项名称、类别、法律依据、前置条件、权限范围或转变管理方式（6 项）
序
号

1

单位名
称

市发展改
革委

权责种类

行政许可

行政权责名称及编号调整情况
调整前

调整后

市重点建设项目开工报告批准
0105010001

调整内容

修改法律依
据

法律依据或前置条件调整情况
原法律依据或前置条件

现法律依据或前置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011 年 4 月 22 日修订，
主席令第 46 号）第七条：建
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
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
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
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按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
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
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
向批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
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
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
的批准手续。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011 年 4 月 22 日修订，主
席令第 46 号）第七条：建筑
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
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
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
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
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按照国务院
有关规定批准开工报告的建
筑工程，因故不能按期开工
或者中止施工的，应当及时
向批准机关报告情况。因故
不能按期开工超过六个月
的，应当重新办理开工报告
的批准手续。

－- 3 -－

备注

2

市建委

行政许可

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核
0117010002

修改建筑业
企业资质审
核范围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
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
资质（不含铁路方面专业承
包资质）；
（3）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资质；
（4）施工劳务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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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
例》（2016 年 6 月 30 日郑州
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过，2016 年 7 月 29 日河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批
准）第五十条：依法办理开
工报告批准手续的建设工
程，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管
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实施监督
管理。
（1）施工总承包资质序列三
级资质（不含铁路、通信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2）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一级
资质（不含公路、水运、水
利、铁路、民航方面的专业
承包一级资质及涉及多个专
业的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二级
资质（不含铁路、民航方面
的专业承包二级资质）；
（4）专业承包资质序列三级
资质；
（5）预拌混凝土、模板脚手
架专业承包资质、特种工程
专业承包资质；
（6）施工劳务资质。

《郑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
置管理条例》（2017 年 6 月
28 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设
置户外广告应当依法办理行
政许可手续。
未经行政许可，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户外
广告。

新增法律依
据

3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城市户外广告设置审批
0121010005

修改前置条
件

1.申请书（附申请单位（个
人）证明资料）； 2.广告设
置位置图和彩色效果图； 委
托他人设置户外广告或者使
用他人场地设置户外广告
的，还应当出示广告经营单
位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广告经
营许可证及场地使用协议。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以及利用
城市道路、国道、省道设置
户外广告的，应提供规划、
公安、交警等部门的批准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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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外广告设置
1.户外广告设置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的文件；
3.设置的位置图及全景彩色
效果图；
4.设置户外广告的场地、建
（构）筑物的所有权、使用
权证明文件。
二、跨区设置和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设置
临时性户外广告
1.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申请
表；
2.营业执照或者其他证明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的文件；
3.临时性户外广告设置形式
和范围的书面说明；
4.活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
应当提供批准文件。

《郑州市户外
广告和招牌设
置管理条例》
（2017 年 6 月
28 日郑州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通过
）第十八条、十
九条

4

5

市城管局

市气象局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和燃气设施改动审
批
0121010006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0161010002

修改前置条
件

3．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风
险承担能力和赔付能力的证
明材料（企业需提供验资报
告）；

3．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风
险承担能力和赔付能力的证
明材料(企业与从业人员签订
的劳动合同、缴纳的社会保
险材料)

修改前置条
件

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1. 企业营业执照；
2. 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核原件，留存复印
件)；
3.《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申请
书》；
4.设计单位的资质证和设计
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核
原件，留存复印件)；
5.防雷装置设计说明书、防
雷装置设计图纸（新建建筑
物需提供建筑、结构、电气
等施工图）电子文档；
6.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报
告（由气象部门委托有关机
构开展并提供）；
7.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
相关资料；
二、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1.《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申请
书》;
2,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

一、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申请
书》；
2.设计单位的资质证复印件
(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3.设计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
件(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4.防雷装置设计说明书、施工
图设计图纸及相关资料；
5.设计中所采用的防雷产品
相关资料；
二、防雷装置竣工验收
1.《防雷装置竣工验收申请
书》;
2.施工单位的资质证书复印
件(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3.施工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4.防雷装置竣工图（电子文
档）;
5.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安装
记录和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规定的使用要求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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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核原件，留存复印
件);
3.《防雷装置设计核准意见
书》(由气象部门在本部门资
料中提取);
4.防雷装置竣工图（电子文
档）;
5.施工单位的资质证和施工
人员资格证书(核原件，留存
复印件);
6.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书复
印件；
7.防雷产品安装记录复印
件；
8.《防雷装置检测报告》（由
气象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
并提供）。

6

市文物局

行政许可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建设项目审核
0140010001

修改事项名
称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
设控制地带建设项目审核

－- 7 -－

文件；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
可

1.《国务院关于
印发清理规范
投资项目报建
审批事项实施
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
29 号）二、清
理规范的内容
（二）整合 24
项为 8 项“文物
部门 4 项整合
为 1 项：‘将文
物保护单位的
保护范围内进
行其他建设工

修改权限范
围

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
围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
控制地带建设项目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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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和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建设控制地带建设项目进
行审批

程或者爆破、钻
探、挖掘等作业
的许可’、‘文
物保护单位的
建设控制地带
内进行建设工
程的许可’、
‘进行大型基
本建设工程前
在工程范围内
有可能埋藏文
物的地方进行
考古调查、勘探
的许可’、‘配
合建设工程进
行考古发掘的
许可’4 项，合
并为“建设工程
文物保护和考
古许可”1 项。”
2.《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河南省
简化和规范投
资项目审批流
程实施方案的
通知》（豫政办
〔 2017 〕 127
号）(二)项目报
建阶段 1.取消
下放审批权限
或委托行使审
批事项 13 项中

“(7)将郑州市
的市级文物单
位保护范围内
的建设项目审
批权限委托郑
州市文物部门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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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市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动态调整目录
一、取消（3 项）
序

审批

中介服务

中介服务

涉及的审批事项

号

部门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项目名称

调整情况
中介服务项目设置依据

备注
调整前

调整后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
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
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
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
城镇燃气经

1

市城管局

0121010301

营企业燃气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和

质量检测报

燃气设施改动审批

告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

的中介服务机构供申请

务院令第 583 号、666 号）

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

第十五条；《河南省城镇燃

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气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

政府令第 158 号）第十三条

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清理规范省直部门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质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量检测报告

项 的 决 定 》（ 豫 政
〔2017〕24 号）第三
项

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
构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
有的燃气质量检测报告
技术评审评估。

2

市环保局

0122010301

环境保护验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建

收监测报告

收核准

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

收监测报告（表）或调查

（表）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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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取消一
取消

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
定》(国发〔2017〕46

报告（表）

十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报告（表），改由审批部

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

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环

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第

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

号)附件 2 第 4 项

十一条

3

市水务局

0124010201

生产建设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目水土保持

持方案审批和水土保

设施验收技

持设施验收（子项：

术评估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水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评

施验收管理办法》（水利部

估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

令第 16 号）第八条

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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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条例》（1998 年
取消

11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
号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第十七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