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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修订版）
一、保留事项（事项52项、子项68项）

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一）审批管理类（事项42项、子项58项）

1.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的
核发

（0100148000）

1.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意见书的
核发

（0100148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第（一）项
【规章】《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42号）第四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
【规范性文件】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

行政许可

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0100131001）”与“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核发
（0100148000）”合并为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

址意见书的核发
（0100148000）”。

2.政府投资项目建
议书审批

2.政府投资项目建
议书审批

【行政法规】《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 第九条 其他

3.政府投资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含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事项核准）

3.政府投资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含工程建设项目
招标事项核准）

【行政法规】《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 第九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四条、第
七条、第八条
【规章】《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令第27号）第三

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五条

其他
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
项核准0100003000”事项
纳入，一并审批。

4.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的核发（含建
设用地批准书）

（0100149000）

4.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的核发（含建
设用地批准书）

（0100149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

行政许可

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的核发（0100149000）”
和“建设用地供地审查
（0100141000）”合并为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核发（01001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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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5.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含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事项核准）
（0100001000）

5.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含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事项核准）
（0100001000）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
号）第二条第二款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第三条、第
四条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苏政发〔2017〕88号）第
三条、第四条、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发布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苏政发〔2017〕71号）第一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 第四条、第

七条、第八条
【规章】《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令第27号）第三
十四条第三款 、第四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 第五条 、第十条

行政许可
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
项核准0100003000”事项

纳入，一并审批。

6.企业投资技术改
造项目核准
（0100013002）

6.企业投资技术改
造项目核准
（0100013002）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6年第
673号) 第三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2017年2号)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发

〔2017〕88号）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
〔2016〕72号） 第一条、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发布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苏政发〔2017〕71号）第一条
【规章】《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2014第12号）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二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8〕33号）第3项

行政许可

7.海域使用权许可
（0100398000）

7.海域使用权申请
许可
（0100398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
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59号）
【规范性文件】《国家海洋局关于印发<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的通知》（国海发〔2006〕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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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27号）第四条第二款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围填海规划计划管理的通

知》（发改地区〔2009〕2976号）

8.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审核

（0100217000）

8.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审核

（0100217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二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第二十五条

行政许可

9.占用或者征收林
地的审核或审批
（0100450000）

9.永久性占用征收
林地
（0100450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

【行政法规】《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

10.临时占用林地
（0100450002）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

11.直接为林业生
产服务的项目占用
林地
（0100450003）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森林法>办法》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

10.进入非国家级森
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自然保护区建立机
构和修筑设施审批
（0100444000）

12.进入非国家级
森林和野生动物类
型自然保护区建立
机构和修筑设施审
批
（0100444000）

【行政法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
第十一条

行政许可

11.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
（0100384000）

13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
（0100384000）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45号修
改）第十二条
【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
号）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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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2.新建、改建、扩
建对地震监测设施

和地震观测环境造
成危害的项目批准
（0100504000）

14.新建、改建、扩
建对地震监测设施

和地震观测环境造
成危害的项目批准
（0100504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9号)第三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决定》第
五条

行政许可

13.风景名胜区内事
项许可
（0100167000）

15.在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内修建缆
车、索道等重大建

设工程项目选址方
案核准
（0100167001）

【行政法规】《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第474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二
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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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
50号)附件1第21项

行政许可

16.风景名胜区内

建设活动审批
（0100167005）

【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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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九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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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4.建设工程规划类
许可证核发

（0100150000）

17.建设工程（含临
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核发

（0100150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 行政许可

以下事项调整为内部协作
事项，由自然资源部门在

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时征求
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国家

安全部门、人防部门、气
象部门意见：
1.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

或者新建建筑物的审批
（0100040000）；
2.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1000095000）；
3.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
设项目审批

（0100089000）；
4.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审批

（0100432000）；
5.新建、扩建、改建建设
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

境审批（0100507000）。

15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审批

（0100156000）

18.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0100156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第108项
【规章】《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11号）第六条第一款

行政许可

16.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0100381000）

19.非煤矿矿山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0100381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布，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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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20危险化学品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0100381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
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

21.储存烟花爆竹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设计审查
（0100381003）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

22.金属冶炼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0100381004）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

17.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的核发
（0100151000）

23.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的核发
（0100151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 行政许可

18.取水许可审批

（0100253000）
24.取水许可审批

（0100253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

【行政法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修正）第十条第
一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四款

行政许可

19.排污口审批
（0100512000）

25.排污口审批
（010051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行政许可

20.建设工程地震安
全性评价结果的审
定及抗震设防要求

的确定
（0100505000）

26.建设工程地震
安全性评价结果的
审定及抗震设防要

求的确定
（0100505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23号令公布，国务院第709号令修
订）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2017年新修订）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行政许可

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

求的确定（0100505001）”
和“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技术审查”合并为“建设工

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的
审定及抗震设防要求的确
定（01005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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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21.洪水影响评价类
审批
（0100252000）

27洪水影响评价类
审批
（010025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五条第四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
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四次修正）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十五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三次修正）第三十三条

【规章】《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令第49号第二次修正）
第五条第三款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行政许可

22.建设工程文物保
护与考古许可
（0100479000）

28.建设工程文物
保护与考古许可
（0100479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审批

0100479002”与“大型基本
建设工程（考古调查、勘
探）”合并为“建设工程文

物保护与考古许可
0100479000”。

23.港口岸线使用审

批
（0100198000）

29.港口岸线使用

审批
（0100198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行政许可

24.占用农业灌溉水
源、灌排工程设施
审批

（0100260000）

30.占用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程设
施审批

（0100260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第412号令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第170项
【行政法规】《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二十四条

行政许可

25.建设工程验线
（1000196000）

31.建设工程验线
（1000196000）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四条 其他

26.特殊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

32.特殊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
十条、第十一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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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27.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的发放

（0100157000）

33.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的发放

（0100157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2014年6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发

布，根据2018年9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2号修正） 第二条、第九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一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7）82号）序号18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国务院令第714号修订）第
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规定》（建质〔2014〕153
号）（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有关文件的通知》（建法规〔2019〕3号）修改）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规程》（建质〔2014〕
154号）（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有关文件的通知》（建法规〔2019〕3号）修
改）第四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三条第四款

行政许可

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建设工程安全监管手
续”、“人防工程质量监督

1000483000”事项并入。

28.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
（0100174000）

34.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
（0100174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
号令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
第101项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第七条

行政许可

29.建筑起重机械使

用登记

35.建筑起重机械

使用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行政法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373号发布，国务院令第549号修改）
第二十五条
【规章】《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66号）第十
七条

行政许可

30.市政设施建设类
审批

（0100166000）

36.占用、挖掘城市
道路审批

（0100166001）

【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10号修改）第
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37.依附于城市道
路建设各种管线、

杆线等设施审批
（0100166002）

【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10号修改）第

二十九条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38.城市桥梁上架
设各类市政管线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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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批
（0100166003）

号令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
附件第109项
【规章】《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十七条

39.环境卫生设施
拆迁方案的批准

（0100179000）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2011年1月8日根据《国
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40.临时占用城市
绿地审批

（0100169001）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十九
条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41.砍伐城市树木、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0100169002）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第二十
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2018年3月28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十六件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行政许可
列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事项子项。

31.政府投资项目初

步设计审批

42.政府投资项目

初步设计审批
【行政法规】《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第九条 其他

32.城市及城市规划
区内新建民用建筑
建设防空地下室审

批
（0100434000）

43.城市及城市规
划区内新建民用建
筑建设防空地下室

审批
（0100434000）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三

款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民防空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8〕4号）第九条

行政许可

将“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
新建民用建筑确因地质等

条件限制不能修建防空地
下室审批（0100435000）”
事项合并入“城市及城市

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建
设防空地下室审批
（0100434000）”。

33.不（公开）招标
项目的批准
（0100159000）

44.不宜公开招标

项目的批准
（0100159001）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七条、第

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九条

行政许可

45.应招标工程不
招标的审批
（0100159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六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九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十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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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34.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
（1000001000）

46.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
（1000001000）

【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
号）第二条第（二）款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第三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号）第三条、第
四条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苏政发〔2017〕88号）第
三条、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发布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苏政发〔2017〕71号）第一条
【规章】《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2号）第五条
【规章】《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第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苏发改规发〔2018〕1号）第二条、
第十二条

其他

35.企业投资技术改
造项目备案
（1000015000）

47.企业投资技术
改造项目备案
（1000015000）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6年第
673号) 第三条
【部门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2017年2号)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发
〔2017〕88号）第四条、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发布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
（苏政发〔2017〕71号）第一条
【部门规章】《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令2014第 12 号）第五条

其他

36.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
（0100144000）

48.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不含入海排污口
设置审批，不含辐
射建设项目）

（0100144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
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109号）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二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8〕33号）附表第9项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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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49.辐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

（0100144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

第二十四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规章】《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18号）第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九条

行政许可

37.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

（0100254000）

50.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0100254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规章】《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49号第二次修改）
第八条

行政许可

38.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

（0100002000）

51.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010000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
【规章】《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4号）第二条、第三
条、第五条、第六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第二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节能评估审查是否属于行政许可事
项的复函》
【规范性文件】《省发展改革委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关于印发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发改规发〔2017〕1号）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二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二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8〕33号 ）

其他

39.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
（0100012000）

52.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节能审查
（010001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条、第十五条
【规章】《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3号）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苏政发〔2016〕
117号）第1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一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7〕82号） 第3项

其他

40.城镇污水排入排

水管网许可证核发
（0100162000）

53.城镇污水排入
排水管网许可证核

发
（0100162000）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

【规章】《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21号）第四条第
一款、第七条、第八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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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41.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

54.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第

十三条第一款

行政许可
列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事项子项。

55.建设工程档案
验收
（1000211000）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档案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规章】《江苏省城建档案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96号） 第十二条
【规章】《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61号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
修改）第八条

【规章】《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6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47号修改） 第九条

其他

1.“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验
收1000572000”事项并入；
2.列为“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事项子项。

56.规划核实、土地
核验
（1000193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八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二十）
【规范性文件】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 号）

其他

将“规划条件和规划许可
内容的核实
（1000193000）”与 “建设

用地检查核验”合并为“规
划核实、土地核验
（1000193000）”，列为“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事
项子项。

42.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备案

57.建设工程消防
验收备案抽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
十三条第二款

其他
列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备案”事项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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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58.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14号修改）

第四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工程建设管理条例》第八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2号）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二批）的
决定》（苏政发（2018）33号）附件第15项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十五条
【行政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 第十一条第三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三条第六款
【规范性文件】《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03〕国人防办字第18号）第三十八

条、第五十七条

其他

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竣工验收的备案

1000206000”、“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1000247000”、“燃气设施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
案1000243000”、“绿化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
1000249000”、“人民防空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000478000”合并，名称为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列为“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备案”事项子项，
各事项不再单独实施备
案。

（二）评估评价与中介事项（事项3项、子项3项）

43.建设项目安全评
价

59.建设项目安全
评价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条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
公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七条、第八条、第二十二条

强制性评估和
中介事项

44.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

60.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号第一
次修改，第714号第二次修改）第十一条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号
修改）第三十三条

中介服务

将消防、人防、技防等技
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相关部门不再进

行技术审查。

45.建设工程消防设
施及系统检测

61.建设工程消防
设施及系统检测

【规章】《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106号发布，公安部令第119号修改）
第二十一条

强制性评估和
中介事项

（三）市政公用服务类（事项7项、子项7项）

46.供水报装 62.供水报装
《城镇供水服务》（GB∕T32063），《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审改办[2018]29号）附件4 《关于进一步优化用水
接入的行动方案》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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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 改革举措
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47.排水报装 63.排水报装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GB∕T34173）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48.供电报装 64.供电报装

【行政法规】《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国务院令第196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改）
第二十三条
《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

审改办[2018]29号）附件5 《关于进一步优化电力接入的行动方案》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49.燃气报装 65.燃气报装
《燃气服务导则》（GB∕T28885），《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审改办[2018]29号）附件6 《关于进一步优化燃气
接入的行动方案》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50.热力报装 66.热力报装 《城镇供热服务》（GB∕T33833）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51.广播电视报装 67.广播电视报装
《有线电视网路工程施工与验收标准》（GB∕T51265-2018）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69号）第十七

条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52.通信报装 68.通信报装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国务院令第291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修
改）第三十一条

市政公用设施
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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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事项（事项21项、子项27项）

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外国
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

关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备
案（1000197000）

1.因特殊情况需要采用外国
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有关

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备案
（1000197000）

【规章】《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68号）第二十二条 其他

2.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引用外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
程建设标准设计图的备案
（1000198000）

2.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引用外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工程
建设标准设计图的备案
（1000198000）

【规章】《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68号）第二十三条 其他

3.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情
况备案（1000215000）

3.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审查情
况备案（1000215000）

【规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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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部令第13号）第十三条

其他

4.建设工程抗震设计审查
（0100158000）

4.建设工程抗震设计审查
（0100158000）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126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2013〕
149号）省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第39项

行政许可

5.建筑起重机械备案 5.建筑起重机械备案 【规章】《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第五条、第八条 其他

6.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

6.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七条

【规章】《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六十五条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根
据2018年9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修正）第四十四条

其他

7.建设工程各类合同及相关

备案（1000209000）
7.建设工程各类合同及相关

备案（1000209000）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住建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备案工作的通知》（苏建
函科〔2010〕689号）第一条、第三条

其他

8.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
事宜的备案（1000217000）

8.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
事宜的备案（1000217000）

【法律】《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根
据2018年9月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修正）第十一条第一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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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9.国有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控制价备查

（1000205000）

9.国有投资建设工程项目招
标控制价备查（1000205000）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第六
条第二款、第三款
【规范性文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2012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5.1.6

其他

10.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
竣工验收（0100505002）

10.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竣
工验收（0100505002）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关于推进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规范中介服务的意见》（苏
政办发〔2015〕15号）附件2 第五个环节

其他

11.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1000219000）

11.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1000219000）

【规章】《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6号）第十
九条

【技术规范】《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11.1.5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56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2013〕19
号）

其他

12.节水项目验收
（1000246000）

12.节水项目验收
（1000246000） 【行政法规】《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国务院批准 建设部令第1号） 第九条 其他

13.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许
可（0100416000）

13.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许可
（0100416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三十条 行政许可

14.建设用地供地审查
（0100141000）

14.划拨使用国有土地审查
（0100141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

15.有偿使用国有土地审查
（0100141003）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56号）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

15.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

资源审批
（0100131000）

16.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审批
（0100131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37号）第三条

行政许可

16.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核发
（0100150000）

17.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

村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
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审批

（0100150002）

【行政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
号修改)第二十八条

行政许可

18.历史建筑实施原址保护、

对历史建筑无法实施原址保
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
除的审批

【行政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
号修改)第三十四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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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0100150003）

19.历史建筑外部修缮装饰、
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
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审批

（0100150004）

【行政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87
号修改)第三十五条

行政许可

17.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
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批准
（0100153000）

20.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
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

准
（0100153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 行政许可

18.招标文件备案
（1000216000）

21.招标文件备案
（1000216000）

【规章】《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
2019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7号修改）第十八条

其他

19.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0100166000）

22.同意在城市桥梁施工控制

范围内从事河道疏浚、挖掘、
打桩、地下管道顶进、爆破等
作业

（1000248000）

【规章】《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十四条第二款 其他

23.拆除、移动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
（0100163002）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行政许可

24.因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

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
批
（0100163001）

【行政法规】《城市供水条例》（国务院令第158号）第三十条 行政许可

25.燃气设施改装、迁移或者

拆除审批
（0100161003）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

第104项
【行政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号）第三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四十四条

行政许可

20.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2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行政法规】《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公布）第二十一条 强制性评估和中介事项

21.地震安全性评价 27.地震安全性评价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23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09号修
改）第八条

强制性评估和中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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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挂起事项（事项20项、子项28项）

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
目核准
（0100013002）

1.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
目核准
（0100013002）

【行政法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6年第673
号) 第三条
【规章】《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2017
年2号)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苏政发〔2017〕
88号） 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
72号） 第一条、第八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发布江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苏

政发〔2017〕71号）第一条
【规章】《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4第12号）第四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二批）的决
定》（苏政发〔2018〕33号）第3项

行政许可

2.占用或者征收林地的
审核或审批
（0100450000）

2.永久性占用征收林地
（0100450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
【行政法规】《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

3.临时占用林地
（0100450002）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

4.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
的项目占用林地
（0100450003）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第十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实施<森林法>办法》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

3.进入非国家级森林和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
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
审批
（0100444000）

5.进入非国家级森林和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
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
审批
（0100444000）

【行政法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务院批准，林业部发布） 第
十一条

行政许可

4.新建、改建、扩建对地
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

环境造成危害的项目批
准
（0100504000）

6.新建、改建、扩建对地
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

环境造成危害的项目批
准
（0100504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二十四条
【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9号)第三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决定》第五
条

行政许可

5.风景名胜区内事项许
可

7.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

【行政法规】《风景名胜区条例》（国务院令第474号公布，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二十
八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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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0100167000） 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
案核准
（0100167001）

【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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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
附件1第21项

8.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
动审批（0100167005）

【规范性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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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九条

行政许可

6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
设防审批（0100156000）

9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
震设防审批
（0100156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第108项
【规章】《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11号）第六条第一款

行政许可

7.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

（0100381000）

10.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0100381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布，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行政许可

11.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0100381003）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

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

12.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
（0100381004）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
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五条 、第七条、第十二条

行政许可

8.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的核发
（0100151000）

13.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的核发
（0100151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 行政许可

9.取水许可审批
（0100253000）

14.取水许可审批
（0100253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八条
【行政法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修正）第十条第一款、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四款

行政许可

10.排污口审批
（0100512000）

15.排污口审批
（010051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九条第二款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行政许可

11.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
评价结果的审定及抗震
设防要求的确定

（0100505000）

16.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
评价结果的审定及抗震
设防要求的确定

（01005050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行政法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第323号令公布，国务院第709号令修订）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2017年新修订）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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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项 名 称
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2.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0100252000）

17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010025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五条第四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十四条第三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四次修正）第十一条第
一款、第十五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三次修正）第三十三条

【规章】《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令第49号第二次修正）
第五条第三款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二次修正）第十六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库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行政许可

13.建设工程文物保护与

考古许可
（0100479000）

18.建设工程文物保护与

考古许可
（0100479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

14.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0100198000）
19.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0100198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水路交通运输条例》 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行政许可

15.占用农业灌溉水源、

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0100260000）

20.占用农业灌溉水源、

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0100260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第412号令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第170项
【行政法规】《农田水利条例》（国务院令第669号）第二十四条

行政许可

16.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

（0100174000）

21.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

（0100174000）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
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
第101项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第七条

行政许可

17.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0100166000）

22.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
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
审批

（0100166002）

【行政法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发布，国务院令第710号修改）第二
十九条

行政许可

23.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

市政管线审批
（0100166003）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第412号令

公布，国务院令第671号修改）
附件第109项
【规章】《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18号）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

24.环境卫生设施拆迁方
案的批准（0100179000）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1号,2011年1月8日根据《国务
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三款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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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定 依 据 事项类型事项名称

（编码）
子项名称
（编码）

18.不（公开）招标项目
的批准
（0100159000）

25.不宜公开招标项目的
批准
（0100159001）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七条、第八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九条
行政许可

26.应招标工程不招标的

审批
（0100159002）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六条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九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第十条

行政许可

19.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
（0100012000）

27.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审查
（0100012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条、第十五条
【规章】《工业节能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3号）第十三条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苏政发〔2016〕
117号）第1项
【规范性文件】《省政府关于公布企业投资项目省级部门不再审批事项清单（第一批）的决
定》（苏政发〔2017〕82号） 第3项

其他

20.建设工程消防设施及
系统检测

28.建设工程消防设施及
系统检测

【规章】《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106号发布，公安部令第119号修改）第
二十一条

强制性评估和中介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