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淅审改办〔2019〕3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部门： 

根据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部署和

要求，经研究，决定清理规范 9 项和保留 29 项县直部门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现予以公布。 

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相关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认真

做好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落实工作。 

附件：1.决定清理规范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

录 

2.决定保留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目录 

 

    2019年 1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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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决定清理规范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

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决定 

1 
县自然资源

局 

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第二十一条；《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42

号）第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 
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 
健康体检表 医师执业注册 

《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卫生部

第 5号令）第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健康体检表 

3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申请人的

验资报告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设立审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部

分规章的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 24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报告 

4 

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开办资金证明 
劳务派遣机构设立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

十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开办资金证明 

5 县商务局 验资报告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审批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

第 620 号令）第六条；《河南省对外

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暂行）》

第五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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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

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决定 

6 县发改委 

《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

（河南省）》确

定的项目申请

报告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政府核准的投

资项目目录（河南

省）确定的项目审

批（核准））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第六条、

第七条：《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

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号）

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仍需提供《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

确定的项目申请报告编制，但可由项目单位自行编

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写。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

形式要求申请单位必须委托特定中介结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河南省)>确定的项目申请报告的技术评审评估 

7 县发改委 

政府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

告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

设计审批 

《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第九条 

仍需提供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但可由项目单位

自行编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写。审批部门不得

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单位必须委托特定中介结构

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政府投资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技术评审评估 

8 县发改委 
政府投资项目

初步设计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

设计审批 

《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

号）第九条 

仍需提供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但可由项目单位

自行编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写。审批部门不得

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单位必须委托特定中介结构

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政府投资项目初步

设计的技术评审评估 

9 县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报告 

权限内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估和

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

十五条；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

法》（国家发改委令第 44号）第七条。 

仍需提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但可由项目

单位自行编写，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写。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单位必须委托特定中介

结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报告的技术评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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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决定保留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

决定 

1 县自然资源局 
标绘有建设项目拟用地位

置的规定比例尺的地形图 
选址意见书核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

法》第三十六条 
保留 

2 县自然资源局 
标绘有建设项目拟用地位

置的规定比例尺的地形图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

许可证核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

法》第三十九条 
保留 

3 县自然资源局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

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保留 

4 县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价款评估 采矿权登记及转让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12号

令）第九条 
保留 

5 县自然资源局 资信证明 采矿权登记及转让 
《矿产资源开采等级管理办法》(国务院第 241号

令）第五条 
保留 

6 县自然资源局 土地价格评估报告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

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

转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三

条 
保留 

7 县自然资源局 专项审计报告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

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

转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

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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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

决定 

8 县自然资源局 平面界址点图 

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

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分割

转让审批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 保留 

9 县商务局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审批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20号令）

第六条；《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

（暂行）》第五条 

保留 

10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0号令）

第十条、第十一条 
保留 

11 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验资报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251号令）第八条、第九条 
保留 

12 县交通运输局 

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

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

告 

进行涉路施工活动许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第 593号令）第二

十八条 
保留 

13 县交通运输局 

车辆技术等级证书（车辆

技术检测合格证）、客车等

级评定证明 

从事本县内行政区域客运经营

班线许可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保留 

14 县交通运输局 
公路桥梁、涵洞、检测、

验算、加固、改造方案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第 593号令）第十

七条 
保留 

15 县交通运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资信

证明 
巡游出租汽车公司经营许可证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 2016第 64号）第九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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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

决定 

16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八条；《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79号令）第十

一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 13 号

令）第三条 

保留 

17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机电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 保留 

18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压类特种设备监督检验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 保留 

19 县公安局 
爆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

报告 

在城市风景区和重要工程设施

附近爆破作业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保留 

20 县公安局 

一级焰火燃放及不满足标

准规定安全条件焰火燃放

的安全评估 

烟火晚会及大型烟火燃放活动

许可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大型焰

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GA24284-2009）7.1 
保留 

21 县应急管理局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 

非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第 36号令）第十二条 
保留 

22 县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第 45号令）第十六条 
保留 

23 县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设

施设计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一条：《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第 36号令）第十二条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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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置依据 
处理

决定 

24 县应急管理局 
烟花爆竹批发安全预评价

报告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第十二

条；《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安监总局第 36号令）第十二条 

保留 

25 县应急管理局 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许可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

局第 55号令）第九条 
保留 

26 县应急管理局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管理

审查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

安监总局第 45号令）第十条 
保留 

27 县应急管理局 
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

监总局第 57号令）第十八条 
保留 

28 县应急管理局 安全评价报告 烟花爆竹批发许可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保留 

29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开办资金证明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六

条 
保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