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１ －

潮湘府〔 〕 号2016  13 

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公布

区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的决定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中央、省、市不断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我

区对区级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取消和调整，并全面取

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类别。为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

进一步夯实行政审批标准化和网上办事大厅建设工作基础，根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抓紧做好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的通

知》（粤府办明电〔 〕 号）的要求，我区组织开展梳理完2016 43
善区级行政许可事项工作，编制形成了《潮州市湘桥区区级行政

许可事项目录（ 年）》（以下简称《目录》）。《目录》共2016
涉及 个区级部门，保留行政许可事项 项，取消行政许可事21 143
项 项。现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布（详见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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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完善并通过部门门户网

站等载体公开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目录，主动接受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监督。对保留实施的事项，要结合全区推进一门式一

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工作要求，全力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工

作，规范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对取消的事项，要严格按照事项

去向要求，调整、落实到位，强化监管职责。同时，要切实加强

对本部门目录的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以及部门职责

变化，及时提出调整完善目录的申请，经区编办和区法制局审核

并报区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各有关部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请径向区编办反映。

附件：《潮州市湘桥区区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年）》2016

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政府   

年 月 日2016 12 26       

抄送： 区纪委，区委各部委办，人大办，政协办，法院，检察院，武装部，

各人民团体             。

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2016 12 26



   单
位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
项
序
号

子项名称 依据
审批
对象

1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

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

当保密的档案向国家档案馆

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

卖、转让或者赠送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修正）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第

十七条。

3.《广东省档案条例》（2007年修订）第二十九条。

档案所有者

2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组织和个人携带、运

输或者邮寄档案及其复制件

出境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修正）第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第

十九条。

3.《广东省档案条例》（2007年修订）第三十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团体、其

他组织、个

人

区保
密局

3
县属维修、销毁国家秘密载

体定点单位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修订）第五、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46号修订）第

二十八条。

3.《国家秘密载体印制资质管理办法》（国保发〔2013〕7号）第六、八、十五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5.《广东省国家保密局关于涉密计算机、通信和办公自动化设备定点维修维护管理

的规定》（粤密局〔2007〕41号）第五条。

事业单位、

企业

区档
案局

《湘桥区区级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6年）》

一、保留行政许可事项（143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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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审批

1.《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02年国务院令第363号）第四条。

2.《广东省文化厅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东省公安厅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转发文

化部 工商总局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管理政策促进互联网

上网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 》（粤文市〔2015〕87号）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

5 设立娱乐场所审批

1.《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58号）第九条。

2.《<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年）。

3.《<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年）。

4．文化部关于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有关事项的通知（文

市函〔2012〕1916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

6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审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28号修订）第七条。

2.《<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年）。

3.《<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2012年）。

4.文化部关于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有关事项的通知（文

市函〔2012〕1916号）。

5.《文化部关于落实“先照后证”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文市函〔

2015〕627号）

6.《文化部关于落实“先照后证”改进文化市场行政审批工作的通知》（文市函〔

2015〕627号）

企业、社会

组织

7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审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28号修订）第七、十一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企业

8 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1.《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28号修订）第十四、十六条。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

号）。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

9
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

（含音像制品、电子出版

物）

1.《出版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三十五、三十七条。

2.《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16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商务部令第10号）第九条

。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个人

 
区文
化新
闻出
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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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外
事侨
务局

10 华侨回国定居初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2年）第十三条。

2.《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

作的实施办法>的通知》（粤侨政〔2015〕53号）第十五条。

个人

11

筹备设立寺观教堂、其他固

定宗教活动处所和其他固定

宗教活动处所变更为寺观教

堂初审

1.《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第十三条。

2.《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2号）第十二

条。

3.《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三条。

宗教团体

12
县属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合

并、分立、终止或者变更登

记内容审批

1.《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第十五、十六条。

2.《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八条。

3.《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2号）第九条

。

宗教活动场

所

13 集体宗教活动临时地点认可

1.《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三十三。

2.《关于<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集体宗教活动临时地点的认可办法>的通

知》（粤民宗发〔2011〕272号）第四条。

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

所

14
在县属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

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核、审批

1.《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二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

所

15 易地重建宗教活动场所审核 1.《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

所

16
全县性宗教团体筹备、成立

、变更、注销前审批

1.《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第六条。

2.《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条。

3.《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九条。

4.《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国宗发〔1991〕110号）第三条。

宗教团体

17
全县性宗教团体及县属宗教

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户口

迁移审核

《广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2年修正）第三十条。

宗教团体及

宗教活动场

所

区民
族宗
教事
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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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业单位法人设立登记

2 事业单位法人变更登记

3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

1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

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方式和招标

范围的核准（申请公开招标事

项）

2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

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方式和招标

范围的核准（申请邀请招标事

项）

3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

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方式和招标

范围的核准（申请自行招标事

项）

4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手续

的依法必须招标的基建工程、

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方式和招标

范围的核准（申请不招标事

项）

20
县管权限的外商投资项目核

准

1.《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知》（国发〔2014

〕53号）。

2.《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发改委令第12号）第四条。

3.《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令2015年

第22号）。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决定》（2014年国家发改委令第20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

知》（粤府〔2015〕3号）。

6.《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备案的指导意见》（粤发改

投资函〔2015〕376号）。

企业

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区发
改局

区事
业单
位登
记管
理局

18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11号）第三、十、十一条。

19

县管权限内需要履行项目审

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必须招

标的基建工程、特许经营项

目招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

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第三、七、九、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七条。

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03年）第五、十二、十五

、十六条。

4.《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2003年国家计委等七部委令第30号）第十

条。

5.《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01

年国家计委令第9号）第八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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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县管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2.《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发改委令第11号）第二、三条。
3.《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知》（国发〔2014
〕53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
知》（粤府〔2015〕3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清单管理意见（试行）的通知
》（粤府〔2015〕26号)。

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
团体

22
县管权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修订）第十五条。

2.《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发〔2006〕28号）第二十三条。

3.《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2010年国家发改委令第6号）第

四、九、十一条。

4.《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2010年修订）第十七条。

5.《国家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2014版）》。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23
县管权限内公共资源开发利

用项目竞争性配置方案核准

1.《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的通知》（国发

[2014]53号）。

2.《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3.《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发改委令第11号）第二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粤府办[2013]5号）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团体

24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

项目节能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修订）第十五条。

2.《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2010年修订）第十七条。

区内申请工

业、信息化

领域技术改

造项目节能

审查的企业

25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

投资项目招标核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七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03年）第十五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

区经
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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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

格认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2009年修改）第十、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国务院令第188号）第十二、十三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2000年教育部令第10号）。

5.《关于印发〈广东省首次教师资格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教人〔2001〕74

号）。

个人

27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办学资

格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第十一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2009年）第八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事业单位、

企业、个人

1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筹设）

2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设立）

3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变更）

4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终止）

1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终

止审批（筹设）

2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终

止审批（设立）

3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终

止审批（变更）

4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终

止审批（终止）

30
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社会

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修订）第十四条。 社会组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第二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第八、十一条。

3.《广东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办法》（1991年修正）第八条。

区教
育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变

更、终止审批

29
学前教育机构设立、变更、

终止审批

28

企业、个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第二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第八、十一条。

3.《广东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办法》（1991年修正）第八条。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2009年）第八条。

政府部门、

企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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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殡仪服务站审批

2 建设骨灰堂审批

3
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审

批

1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2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3 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1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2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

3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34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2年修订）第四十四条。

2.《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2013年民政部令第48号）第七、八、九、十条。

3.《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的实施细则》（粤民发〔2014〕164号）第

九、十条。

申请设立养

老机构的个

人、单位或

组织

1 地名命名核准

2 地名更名核准

36
公开出版的全县性地名图、

地名图册、地名图集审核
《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2007年）第二十八条。

事业单位、

企业

1 考试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2 免试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38
设立除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

代理记账机构审批
1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9年修订）第三十六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三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第三批）》（2008年粤府令第

125号）。

3.《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6年财政部令80号）第三条

企业

申请人

1、《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国务院令第628号修订）第三、八条。

2、《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号） 。

区民
政局

37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核发

32

33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35

31

区财
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9年修订）第三十八条。

2.《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2012年财政部令第73号修订）第九、三十六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第十八条。

2.《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三、五、六

、十二、十五、十六条。

3.《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2010年民政部令第38号修订）第四条。

4.《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民发〔1999〕129号）第二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三、六、七、十一、二

十、二十一条。

2.《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2005年）第十一、十四、十五、十六条。

成立登记的

审批对象为

发起人；变

更、注销的

审批对象为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

单位

村（居）委

会（含自然

村）

地名命名、更名审核

1.《广东省地名管理条例》（2007年）第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条。

2.《民政部关于颁发<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行发〔1996〕17号）第

七、十二条。

县级以下社会团体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和

农村为村民设置公益性墓地

审核、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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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设立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审批

2 学校分立、合并审批

3 学校举办者的变更审批

4 学校名称的变更审批

5
学校职业（工种）及层次的变

更审批

6 学校到期换证审批

7 办学许可证注销审批

1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业

务范围审批

2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变更审批

41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条。

2.《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

审批管理办法》（粤劳社发〔2009〕8号）第四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1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申请

2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变更

3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延续

4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注销

职业介绍（人才中介服务）

机构设立许可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局

39

40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年）第四十条。

申请设立职

业中介机构

（人才中介

服务机构）

的事业单位

、企业、社

会组织、个

人

申请设立民

办职业培训

学校的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修正）第八、十一、五十三、五十四

条。

企业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五十七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19号）第三

、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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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年修订）第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年住建部令18号）第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建设单位

44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国务院令第583号）第十五条。

2.《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修订）第五、十三、十五条。
企业

45
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

施审批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国务院令第583号）第三十八条。

2.《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修订）第五、十五。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事业单位、

企业

1
工程设计行业、专业、专项丙

级及以下资质核准

2 工程勘察劳务类资质核准

47
县管权限的水利工程管理和

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改

建的工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

1.《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

2.《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三条。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48
迁移、损坏县管水利工程设

施，占用影响县管农业灌溉

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1.《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第二十四、二十五条。

2.《关于发布<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补偿办法>的通知》（水政资〔

1995〕457号）第六条。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49
在县管权限水利工程管理范

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
1.《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第二十七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自然人

企业

区建
设局

46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1年修订）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十八条。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5年国务院令第662号修正）第七条。

4.《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建设部令第160号）第八、九条。

5.《广东省建设厅委托实施行政许可项目》（2008年粤府令第128号）第四项。

6.《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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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

批

2 取水许可证核发

51
县管河道管理范围内工程建

设方案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三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年修改）第二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十一条。

4.《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七、十二条。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52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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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令第

412号）。

2.《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2014年水利部令第46号修订）第六条。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自然

人

5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

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或者

其成员

54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年修改）第十七条。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自然

人

55 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第十七条。

3.《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水利部令第47号修改）第五、六条。

4.《广东省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二十三条。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56 河道采砂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三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3.《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九条。

企业、个人

区水
务局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50 取水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9年修订）第七、四十八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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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令第

412号）。

3.《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60号）第二、三、十

、十一、十四条。

4.《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水利部令第47号修改）第八条。

5.《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年修订）第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条。

6.《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2015年水利部令第47号修改）第八、九、十

条。

7.《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工作管理规定（试行）》（2005年水利部令第

25号修订）第三、五条。

8.《水利部关于授予珠江水利委员会取水许可管理权限的通知》（水政资〔1994〕

5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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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堤顶、坝顶、戗台兼作公路

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十五条。

2.《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

企业

58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

堤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5年修改）第三十四条。 企业、个人

59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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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令第

412号）。

2.《国务院批转水利部关于蓄滞洪区安全与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国发〔1988〕

74号）。

企业、个人

60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含临时占用）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六条。

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年修订）第四十四条。

单位或个人

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

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第二十五、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十四

条。

3.《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2005年水利部令第24号修

改）第二、八条。

其他机关、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自然

人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和验收审批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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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捕捉国家二级及省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审批

2
驯养繁殖国家二级及省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的审批

3

经营利用国家二级及省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审

批

4

运输国家一、二级及省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审

批

5 捕捉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审核

6
驯养繁殖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

审核

7
经营利用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

审核

8 运输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审核

1
水生动物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审

批

2 水生动物苗种进口的审批

3 水生动物苗种出口的审批

63

62 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利用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十六、二十二、二十三条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农业部令第1号）第十三

、十七、十八、二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2013年农业部令第5号修订）第

二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粤府〔

2015〕79号）

5.《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水生动物苗种生产、进出口

审核、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十六条。

2.《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七条。

3.《水产苗种管理办法》（2005年农业部令第46号）第四、十一、十五、二十一、

二十五条。

4.《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年粤府令第98号）。

5.《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单位、个人

单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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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2 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核

3

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的审批

（441千瓦以下渔船跨县买

卖）

4 县管权限渔业捕捞许可证审批

65 转基因水生生物加工审核
1.《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二十一条。

2.《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年粤府令第98号）。
单位、个人

1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新申

请）

2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变

更）

3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延

期）

4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注

销）

66

64

县管权限内水域滩涂养殖证

的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十一条。

2.《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一条。

县管权限渔业捕捞许可审核

、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1987年国务院批准，农牧渔业部发布）第

十五条。

3.《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二十四、二十五条。

4.《广东省渔业捕捞许可证管理办法》（2002年粤府令第75号）第四条。

单位、个人

单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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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渔业船舶船名核定

2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

3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

4 渔业船舶抵押权登记

5 渔业船舶租赁登记

6 渔业船舶变更登记

7 渔业船舶注销登记

1 渔业船舶初次检验与发证

2 渔业船舶营运检验与发证

3 渔业船舶临时检验与发证

4 渔业船舶船用产品检验与发证

69

该项原已下放饶平县

实施，潮安

区、湘桥区、枫溪区

暂由市海洋与渔业局

实施。现该项增加下

放潮安区、湘桥区实

施，枫溪区范围内仍

由市海洋与渔业局负

责实施。【《潮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

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潮府[2016]48

号）】

67 渔业船舶登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十

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2013年农业部令第5号修订）第三、六条

。

68 县管渔业船舶船员证书核发

鉴于潮安区、湘桥区

、枫溪区无设置海渔

部门，故潮安区、湘

桥区、枫溪区范围内

由市局实施（潮府〔

2016〕30号《潮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公

布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目录的决定》）

企业、个人渔业船舶检验与发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二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3号）第三、四、七

、十一、十二、十四、十八、二十一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4.《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十

四条。

2.《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2011年）第三十三、四十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2014年农业部令第4号）第三条。

个人

鉴于潮

安区、湘桥区、枫溪

区的渔政渔港监督管

理机构尚未健全，故

潮安区、湘桥区、枫

溪区范围内暂由市渔

政支队负责【《潮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

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

通知（潮府[2016]48

号）】

单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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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渔业航标的设置审批

2 变更渔业航标审批

3 移动渔业航标位置审批

4 拆除渔业航标审批

71
渔港内水上、水下施工项目

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九

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个人

72
渔港内易燃、易爆、有毒等

危害品装卸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八

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个人

73
使用渔港水域进行捕捞、养

殖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十

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企业、个人

74 船舶进出渔港签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年国务院令第38号）第六

条。

2.《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进出渔港签证办法》（1997年农业部令第39号）第六条。

企业、个人

75
渔业水域实施电力、爆炸、

有毒物作业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三十条。

2.《广东禁止电、炸、毒鱼规定》（1996年粤府令第9号）第四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76 设置使用渔业无线电台审核

1.《广东省无线电管理条例》（2014年修正）第五、二十六条。

2.《渔业无线电管理规定》（国无管〔1996〕13号）第二、十条。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渔业船舶

77 专项捕捞许可证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2013年修正）第二十三条。

2.《南沙渔业生产管理规定》第七条。
单位、个人

企业、个人渔业航标的设置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1995年国务院令第187号）第三条。

2.《渔业航标管理办法》（2008年农业部令第13号）第八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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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运输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

出县境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二十三条。

2.《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二十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79

进入林业系统县级自然保护

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

山等活动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二十七条

。

2.《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4〕16号）：

进入林业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审批，下放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3.《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5年国务院批准，原林业部公

布施行）第十三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省政府决定下放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第50项：进入林业系统地方级自然

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审批，下放到县级以上政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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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

号）。

6.《广东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三条。

进入自然保

护区从事科

学研究、教

学实习、参

观考察、拍

摄影片、登

山等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

1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

批

2
收购、出售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审批

3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特许猎

捕证核发

4

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

寄、加工、利用国家二级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5

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

寄、加工、利用省重点保护陆

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审批

6

收购、出售、运输、携带、邮

寄、加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

成熟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审批

7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审

核

8
猎捕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审

核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十六、十八、二十二、二

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国务院令第204号）第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

第十二条。

4.《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二、十九条。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有关部门职能的通知》（粤府办〔2015〕8

号）。

区农
林业

80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和捕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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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驯养繁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动物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十七条。

2.《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五条。

3.《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林业局令第37

号修改）第五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82 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

猎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十八条。

2.《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事业单位、

企业、其他

组织、个人

83
县级生态公益林采伐审批和

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采

伐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二十四、三十一条。

2.《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1997年修改）第七条。

3.《广东省生态公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1998年粤府令第48号）第十九

条。

4.《广东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更新改造工作的通知》（粤

林〔2013〕43号）。

5.《广东省林业厅关于粤林〔2013〕43号文件延期的通知》（粤林〔2016〕20号）

。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84 建立固定狩猎场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

第十七条。

2.《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四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85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三十二条

。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1
建设工程征收、征用、占用林

地审核

2 建设工程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3

森林经营单位在所经营的林地

范围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

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的审批

87 国内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调运

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1.《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98号修订）第三、七、十条。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林业部令第4号）第十五条。

3．《广东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2001年粤府令第64号）第十六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86 建设工程征用、占用林地审

核（含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十六、十

七条。

3.《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第五条

。

4.《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三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第二批）》（2006年粤府令第

106号）。

5.《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林资发〔2015〕122号）

6.《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临时占用林地监督管理的通知》（林资发[2015]121号）。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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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事主要林木良种的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

合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

种子企业的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核发

3

其他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省属国有林业企事业单

位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4
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

产经营许可证审核

89 木材运输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三十五条

。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事业单位、

企业、个人

90 因特殊情况在禁猎区狩猎审

批

1.《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三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二批）》（2012年粤府

令第172号）。

事业单位、

企业

91 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年修改）第二十一条。

2.《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41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3.《广东省森林防火管理规定》（2003年修订）第五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92 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产地检疫

合格证核发

1.《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98号修订）第三、十一条。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2011年国家林业局令第26号修改）第

十二条。

3.《广东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2001年粤府令第64号）第十三条。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

93 进入森林防火区进行实弹演

习、爆破等活动审批

1.《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41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单位、企业

、个人、其

他组织

事业单位、

企业、个人
88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

发、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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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审

核

2
国家一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特

许猎捕证核发的审核

3
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审核

95

猎捕、收购、出售、运输、

携带、邮寄、加工、利用国

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

品审批（省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除外）

《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修正）第十九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96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

高火险区的活动审批
《森林防火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41号修订）第二十九条。

 单位、企业

、个人、其

他组织

97 生鲜乳收购许可
1.《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条。

2.《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2008年农业部令第15号）第十八条。
企业

98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五条。 企业

99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禽蛋孵化场、商品代仔畜

生产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修正）第二十四条。

2.《种畜禽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十五条”。

3.《广东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试行）》（粤府办〔

2007〕107号）第八、十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有关部门职能的通知》（粤府办〔2015〕8

号）行政许可第1项。

5.《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农业部令2015年第3号修订)第三条。

单位、个人

100 兽药经营许可（不含兽用生
物制品经营）

1.《兽药管理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改）第二十二条。
2.《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号）。

企业

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

和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年修改）第十六、十七、二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国务院令第204号）第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

第十二、十六条。

4.《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林业局令第37

号修改）第五条。

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4月30日国家林业局

第37号令修改）第五条

机关、事业

单位、企业

、社会组织

、个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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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2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防疫条

件合格证核发

102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一条。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

103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

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第八、四十一条。

2.《动物检疫管理办法》（2010年农业部令第6号）第十三、二十一条。

事业单位、

企业、个人

1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

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
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的种

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3

非主要农作物及主要农作物常

规种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

1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农业类）审批

2
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

植物（农业类）审批

1 蚕种生产许可证核发

2 蚕种经营许可证核发

1
食用菌菌种（母种、原种）生

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2
食用菌菌种（栽培种）生产经

营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第二十条。
2.《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10年农业部令第7号）第二十九条。
3.《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号）。

企业、个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105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农业类）审核

单位、个人104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年国务院令第204号）第十六、十八条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正）第九十三条

2、《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14年农业部令第3号修订）第十四条
企业

106 蚕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

107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审核、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四条。
2.《蚕种管理办法》（2006年农业部令第68号）第十八条。 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5年修订）第三十一条
2、《广东省农作物种子条例》（2004年）第二十二条

101

第 20 页，共 29 页



108 涉农建设项目的农业环境保

护方案审核
《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1998）第九条 单位、个人

109 大中型畜禽饲养场废水直排

农田许可

1、《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1998年）第十六条

2、《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05年粤府令第98号）

事业单位、

企业

110 占用农地作为固体废弃物堆

放、填埋场所审核
《广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1998年）第十八条 企业、个人

111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植物

检疫证书签发

1、《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98号修订）第三、七、八、十条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分）》（2007年农业部令第6号修订）第六条

3、《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号）

事业单位、

企业、个人

112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产地检疫

合格证签发

1、《植物检疫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98号修订）第十一条

2、《广东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2001年粤府令第64号）第十三条
单位、个人

113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核

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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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令第

412号）

2、《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2006年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57号）

第九条

企业、个人

1 拖拉机驾驶证核发

2 拖拉机号牌、行驶证核发

3 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

4 联合收割机号牌和行驶证核发

115 农作物种子广告审核

1、《广东省农作物种子条例》（2004年）第二十一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三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第三批）》（2008年粤府令

第125号）

企业

116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认

可

1、《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改）第八条

2、《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02年农业部令第10号）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

组织、个人

114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

员牌照证照核发

1、《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国务院令第563号）第二十一、二十二

条

2、《广东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2005年）第十四条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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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

2 易制毒化学品进口许可

3 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许可

1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含合同、

章程）审批

2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审批

3 外商投资企业终止审批

119
外商投资企业、来料加工企

业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许

可审核

1.《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与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行政许可规定》

（2012年修正）第三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二批）》（2012年粤府

令第172号）。

企业

120 外商投资企业质押或者担保

合同审批

1.《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国务院令第301号）第二十三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3.《广东省第二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2011年粤府令第161号）。

企业

外资企业

涉及外商投

资准入特别

管理企业和

外资并购设

立企业

117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修订）第十九条。

2.《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2005年商务部、海关总署令第29

号）第五条。

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国务院令第445号）第二十六条。

4.《易制毒化学品进出口管理规定》（2006年商务部令第7号）第四条、第三十七条

。

5.《商务部关于做好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许可工作的通知》（商安管函〔2015

〕679号）。

区商
务局

118
属县级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

企业设立（含合同、章程）

及企业变更和终止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修正）第五条。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第六条。

3.《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国务院令第301号）第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1995年外经贸部令第6号）第

六条。

5.《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6.《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

7.《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10〕209号）

。

8.《关于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粤府〔2004〕126

号）。

9、《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6

年第3号）

10、《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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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属国家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审核

2
属国家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

业变更审核

3
属国家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

业终止审核

4
属省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业

设立审核

5
属省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业

变更审核

6
属省审批权限的外商投资企业

终止审核

1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2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执业登

记）

3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变更登

记）

4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校验）

5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注销）

1 医师执业注册（首次注册）

2 医师执业注册（变更注册）

3 医师执业注册（重新注册）

4 .医师执业注册（注销注册）

122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第九、十一、十七、二十、二

十一、二十二条。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卫生部令第35号）第八十五条。

3.《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卫生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令第11号）第十、十一条。

4.《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审批管理的若干规定》（卫医发〔2008〕35号）。

5.《医疗机构校验管理办法（试行）》（卫医政发〔2009〕57号）。

6.《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

58号）第一条。

7.《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

号）。

8.《广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管理的通知》（粤卫〔2006〕

303号）。

医疗机构设

置单位

（人）

县管权限内的医疗机构设置

审批和执业许可

123 医师执业证书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年）第八、十三、十七条。

2.《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1999年卫生部令第4号）第三十三条。
个人

国家审批权

限内的涉及

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

企业和外资

并购设立企

业

121 属国家、省审批权限的外商

投资企业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2000年修正）第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2000年修正）。

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年国务院令第648号修订）第六条。

5.《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2001年国务院令第301号）第七条。

6.《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7.《商务部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发〔2010〕209号）

。

8.《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

9、《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令2016

年第3号）

10、《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公告2016年第22号》

根据《关于湘桥区、

枫溪区卫生防疫站成

建制划归市卫生防疫

站的通知》（潮机编

[2001]4号）精神，湘

桥区的卫生监督、疾

病控制、卫生检验职

能划归市卫生防疫站

负责。鉴于湘桥区未

成立监督机构，此项

中社会力量举办的医

疗机构许可职权，由

市卫计局直接受理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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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单采血浆站许可证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第八条。

2.《血液制品管理条例》（1996年国务院令第208号）第七条。

3.《血站管理办法》（2005年卫生部令第44号）第三条。

4.《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58号）第十三条。

1.血站设置

单位；

2.单采血浆

站设置单位

。

125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386号）第九条。 个人

126
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核

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第三十三条。

2.《广东省母婴保健管理条例》（2010年修正）第六条。
个人

127
乡村妇幼保健人员合格证书

核发
《广东省母婴保健管理条例》（2010年修正）第六条。 个人

1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核发（新证）

2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核发（变更）

3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核发（校验）

4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核发（补办）

5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服务

执业许可证核发（注销）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

终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

服务执业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01年国务院令308号）第三十五条。

3.《广东省母婴保健管理条例》（2010年修正）第五条。

医疗保健机

构

区卫
生和
计划
生育
局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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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考核

合格证书核发（新申请）

2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考核

合格证书核发（补办）

3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终

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考核

合格证书核发（注销）

130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正）第二十九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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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令第

412号）。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事业单位

131 放射诊疗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1年修正）第八十九条。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卫生部令第46号）第四、十一、十四条。
医疗机构

132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

馆、公共交通工具外）卫生

许可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第四条。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卫生部令第80号）第二十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事业单位、

企业

1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核发（首次申领）

2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核发（延期）

3
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核发（变更）

1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2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重大变更审查

129
助产技术服务、结扎手术、

终止妊娠手术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第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01年国务院令308号）第三十五条。
个人

134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非

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三十条。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6号，201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第十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粤府〔2014〕8

号）。

企业

企业133

县级国土资源部门颁发采矿

许可证的非煤矿山企业（不

含尾矿库）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核发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397号）第三条。

2.《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09年国家安全监管理总局令第

20号，2015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8号修正）第三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粤府〔2014〕8

号）。

因湘桥区不设置卫生

监督所，该职权继续

由市卫计局直接受理

审批。

因湘桥区不设置卫生

监督所，该职权继续

由市卫计局直接受理

审批。

因湘桥区不设置卫生

监督所，该职权继续

由市卫计局直接受理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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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

审查

2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新领）

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变更）

3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延期）

137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1.《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55号）第十九条。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2013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5号）

第五条。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

个人

138
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储存

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三十条第二款。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77号

修正）第五条。

3.《广东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粤府令[2010]147号）。

企业

139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三十条第二款。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77号修正）第十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粤府〔2014〕8

号）。

4.《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36号）第十条、十二条。

企业

135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

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第三十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91号修订）第十二条。

3.《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

号）第十一、三十条。

4.《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批复

》（国函〔2012〕177号）。

企业

 区安
全生
产监
督管
理局

13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591号修订）第三十三、三十五

条。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

号）第五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粤府令第142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2012年粤府

令第16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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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核发

2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变更

3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延续

4 食品小作坊登记证注销

1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2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3 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

4 食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5 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发

1 药品经营许可筹建

2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准

3 药品经营许可证换证

4 药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5 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6 药品经营许可证补发

区统
计局

143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修订）第十二条

国家机关、

具有公共管

理职能的其

他组织

区食
品药
品监
督管
理局

142 药品经营许可（零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正）第十四、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2002年国务院令第360号）第十一、十

二、十六、十七条。

3.《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6号）第三、

四、十三、十九、二十六、二十九条。

4.《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3号）第一

百八十二条。

140 食品小作坊登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五、三十六条。

2.《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2015年）第四、八、十、

十一条。

3.《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管理办法>的通

知》（粤食药监局食产〔2016〕29号）。

141
食品经营许可（保健食品，

餐饮服务，其它食品）

个体工商户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五条。

2.《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第六

、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五、三十六条。

3.《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2007年）第十一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粤府〔2014〕8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粤府办〔2013〕35号）。

个体工商户

、企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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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序
号

区级事项名称
子
项
序

子项名称 取消依据 备注

1 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初审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2 自学考试辅导机构审批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3 公证员执业审查初审
区公证处已被市公证处兼并。区公证处不存在，区司法局没有公证员执业初审的审

批权限。

4 公证机构负责人核准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5
占用防洪规划保留区内土地

审批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6 开垦荒坡地审批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7 水利工程竣工验收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区农
林业
局

8 临时占用林地 与建设工程征用、占用林地审核（含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合并

区教
育局

区司
法局

区水
务局

二、取消行政许可事项目录（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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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输精（卵）管复通手术审批 《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中，该事项没有县区级事项。

10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

证核发
非行政许可

转为日常事

务

11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在

建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

审批与竣工验收审批

1、对照《广东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目录（2016）年版》县级事项，此项已经被取消

。

2、根据《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潮府[2014]6号）

和《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潮府[2015]31号）的文

件精神，该项更名为：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12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

”的备案、审查和竣工验收

根据2016版《职业病防治法》第17条、18条规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职业

卫生“三同时”监管工作的通知》（粤安监【2016】98号）文件精神，取消“建设

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审批”事项。

区卫
生和
计划
生育
局

区安
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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