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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
京政发 (2017] 5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J27 号)精神，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改革.市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一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现就

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审改办公布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等要求.取消和调整 197 项中央设定市级部门实施的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其中.取消 22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 26 项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将 38 项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调整为行政许可事项，将 30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



整为行政确认事项.将 81 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其他类别

的行政职权事项。

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调整事项的落实、衔

接工作。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

管理真空.同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批。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

批的事项.审批部门不得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审

批.并严格规范审批行为，明确审批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时限

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对转为行政许可的事项.要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予以办理。对调整为行政确

认、其他类别的行政职权事项.要按有关规定和程序纳入市政府部

门权力清单.加强规范管理。

三、要及时在..首都之窗"和市政府有关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

公布取消和调整的事项;各区政府也要积极组织做好非行政许可

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调整工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附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取消和调整中央设定市级部门实施的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共计 19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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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人民政府取消和调整中央设定

市级部门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

(共计197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人事部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注册助理安 资格认定办法〉的通知》
全工程师执 市安全监管局 (人发(2002)87 号) 取消
业资格认定 《人事部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实施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补
充规定的通知>><国人部
发 (2007)121 号)

普通高等学
校学生、成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调整为行

2 人高等学历 市教委 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政确认事
教育学生转 21 号) 项
学确认

中国公民出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 调整为行

3 国旅游团队 市旅游委 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政确认事等名单表审 354 号) 项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

调整为行
4 工伤保险费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政确认事率审定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项

(2004)62 号)
职业技能鉴 《劳动部关于颁发(~、业 调整为行

b 定考评员资 市人力社保局 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 政确认事
格认定 (劳部发 (1993)134号)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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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福利企业资 《民政部关于印发〈福利 调整为行
6 市民玫局 企业资格认定办法〉的通 政确认事格认定

知>>(民发(2007)103 号)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
法》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

涉外、涉华 法>>(民政部令第15 号) 调整为行
7 侨、涉港澳 市民政局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 政确认事

台收养登记 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 项
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
籍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
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
(民政部令第 16 号)

《烈士褒扬条例>>(国务
调整为行

8 烈士评定 市民政局 政确认事院令第 601 号) 项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残疾等级评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调整为行
9 定 市民政局 会令第 113号) 政确认事

《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项
(民政部令第 50 号〉

改建、扩建、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 调整为行
10 迁移烈士纪 市民政局 理办法>>(民政部令第 政确认事

念设施批准 47 号) 项

零售外资店 《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 调整为行
11 铺商业规划 市商务委 理办法>>(商务部令第 B 政确认事

核准 号) 项

《国务院关于调整迸口
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发(1997)37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

内外资项目 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
进口设备免 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 调整为行

12 税确认书办 市发展改革委 (发改规划 (2003) 900 放确认事
理(限额以 号} 项
下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
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
通知)(友改外资 (2006)
3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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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
《北京市技术市场条例》

调整为行
13 技术合同认 市科委 《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 政确认事定登记 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 项

理办法〉的通知>><国科
发政字 (2000)63 号)

直接接触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品的包装材 市食品药品监 管理法》 调整为行
14 料和容器补 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政确认事

充申请审批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项
院令第 360 号)

《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
互联网药品 市食品药品监 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 调整为行

15 信息服务审
管局 监督管理局令第 9 号) 政许可事

tlt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项
法>><国务院令第2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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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澳门 充协议九〉和<<<内地与
特别行政区 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
服务提供者 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 调整为行

16 设立内地方 市文化局 议九〉有关事项的通知》 政许可事
控股的合资 (文市函( 2012) 1916 项
演出团体审 号)
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 <囡发
(2014)50 号)

华侨团固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调整为行
17 居审批 市侨办

入境管理法》 政许可事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货物自动进口许可管
理办法>><商务部、海关 调整为行

18 货物自动进 市商务委 总署令 2004 年第 26 政许可事口许可 号) 项4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
可实施办法机商务部、
海关总署令 2008 年第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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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商务部关于公布 (2014
年出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限制进出口 分级发 iíE目录〉的公告》
调整为行

19 货物的许可 市商务委 (商务部公告 2013 年第 政许可事
证审批 100 号)

项《商务部关于公布( 2014
年进口许可证管理货物
分级发证目录〉的公告》
(商务部公告 2013 年第
99 号)

举办台湾地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区的文艺表
演团体、个 (国务院令第 528 号) 调整为行

20
人参性加的营

市文化局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政许可事

业演出审 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 项

#u，、 院令第 666 号)

医疗广告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调整为行
21

查
市卫生计生委 法》 政许可事

项

医疗机构设 《医疗机构制剂配制监 调整为行
22 量制剂室审 市卫生计生委 督管理办法(试行)>>(国

政许可事
核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项令第 1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规划水资源 见识国发 (2012)3 号) 调整为行
23 (水土保持) 市水务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政许可事

论证审查 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 项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中发 (2015) 1
号}
《关于开展规划水资源
论证试点工作的通知》
(水资源 (2010)483 号)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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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
法 >>c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调整为

24 组织机构代
市质监局 检疫总局令第 110 号) ..其他.，类

吗登记 《北京市组织机构代哥 别行政职
管理办法以北京市人民 权事项
政府令第 248 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印发〈民办教育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

民办高等学 通知识发改价格 (2005) 调整为309 号)
25 历教育学

市教委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
..其他"类

费、住宿费
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 别行政职

标准审核
会关于本市民办高校学 权事项

历教育收费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京发改
口。15)18:JO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核发职业技 法》 调整为行
26 市人力社保局 《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 政确认事能鉴定证书

技能鉴定规定〉的通知》 项
(劳部发 (]993)134 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
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
部总后勤部关于调整军
人家属随军政策意见的
通知>>(国发 (2011 J6
号)
《中央组织部民政部公
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关
于逐步解决职工夫妻长
期两地分居问题的通
知>>(中组发 (1980) 4 调整为

27 人员调京核
市人力社保局 号) ..其他"类

准 《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 别行政职
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 权事项
的暂行办法>> (京人发
(]999)38 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鼓励海外
高层次人才来京创业和
工作暂行办法〉和〈北京
市促进留学人员来京创
业和工作暂行办法〉的
通知>><京政发(2009)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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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项目名称

行政机关、 修改为
调整为 ..行政机

企事业单位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 ..其他..类关、企事28 人员户口 市人力社保局 ..农转非..过快增长的通
另IJ 行政职 业单位人..农转非..审 知识国发 (1989)76 号) 权事项 员户口批 �农转非�

批准"

利用档案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调整为

29 尚未开放的 市档案局 法实施办法>><国家档案
..其他"类
别行政职档案的审查 局令第 5 号)
仅事项

《国家档案局国家经济
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

固有企业资 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 调整为

30 产与产权变
市档案局 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印 ..其他..类

动销毁档案 发〈国有企业资产与产 别行政职
备;在 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 权事项

法〉的通知>> (档发字
(1998)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 调整为

31 人防工程施 市民防局 工作的决定>> (中发 ..其他..类
工图备案 [2001)9 号) 别行政职

《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 权事项
《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办法机北京市人民
政府令第 139 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对外劳务合
作项目审查有关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识外经贸
合发 [2002)137 号)

调整为对外劳务合 《办理劳务人员出国手
32 作有关事项 市商务委 续的办法>>(对外贸易经

..其他..类

审查、备案 济合作部、外交部、公安 别行政职

部令 2002 年第 2 号) 权事项

《商务部关于做好外派
劳务招收备案工作的通
知>><商合发[2008) 3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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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m: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序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管
理暂行办法归国家经济

调整为
化肥进口关 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 ..其他"类33 市商务委 令第 27 号) 别行政职税配~审批

《商务部关于公布 (2016 权事项年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
晕、分配原则及相关程
序〉的公告))(商务部公
告 2015 年第 51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
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国家重点建
事项的决定>> (国发 调整为设水电站项 (2014J50号) ..其他"类31 目和国家核 市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别行政职准(审批)水
〈水电工程验收管理 j}

权事项电站项目竣
法 )(2015 年修订版)的工验收
通知识国能新能 (2015J
426 号)
《科技部关于印发〈科技 调整为高新技术产
企业孵化器认定和管理 ..其他"类35 业专业孵化 市件委
办法〉的通知)(国科发 别行政职基地认定
高 (2010J680号) 权事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调整为商务部科技部国家发技术先进型 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 ..其他"类36 服务企业认 市科委

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 别行政职定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 权事项
知>>(财税(201059 号)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 调整为
高新技术企 务总局关于修订印发 ..其他"类37 市科委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别行政职业认定

理办法〉的通知>><国科 权事项
发火 (2016J32号〉
《国家丈物局关于发布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调整为全国重点文
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 ..其他"类38 物保护单位 市文物局 法〉和〈全国重点是4 文物保 别行政职保护规划评
护单位保护规编制要 权事项审
求〉的通知>><文物办发
(2003J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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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北京市食品安全企业

国产保健食 标准备案办法(试行)>> 调整为
市食品药品监 (京卫食安标字 (2013)2 ..其他"类39 品企业标准
管局 号) 别行政职备案

《北京市保健食品企业 权事项
标准备案办法(试行>>>
(京药监保化 (2013) 29
号)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
实施细则 >>c 卫生部令第
13 号)

调整为囡产非特殊
市食品药品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其他"类40 用途化妆品 理总局关于调整化妆品

备案 管局
注册备案管理有关事宜 别行政职

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 权:$项

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3 年第 10 号)

第二类精神
药品制剂生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调整为

11 产计划和第 市食品药品监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其他"类
二类精神药 管局 442 号) 别行政职
品原料药需 权事项
用计划备案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关于加强药品监督
管理促进药品现代物流
发展的意见识国食药监

从事委托、 市 (2005)160 号) 调整为

42 被委托储 市食品药品监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其他"类
存、配送药 管局 理局关于贯彻执行〈关 别行政职
品批准 于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促 权事项

进药品现代物流发展的
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食药监市 (2005) 318
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香港
港澳医疗专 和澳门特别行玫区医疗 调整为

43 业技术人员
市卫生计生委 专业技术人员在内地短 ..其他..类

来内地短期 期执业管理暂行规定〉 别行政职
执业注册 的通知>> (卫医政发 权事项

(2010)106 号)

10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香港、澳门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

特别行政区 理局关于印发〈香港和 调整为

44 医师申请内 市卫生计生委 澳门特别行玫区医师获 ..其他"类

地医师资格 得内地医师资格认定管 别行政职

认定 理办法〉的通知识卫医 权事项
政发 (2009J31 号)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

台湾地区医 理局关于印发〈台湾地 调整为

45 师申请大陆
市卫生计生委 区医师获得大陆医师资 ..其他"类

医师资格认 格认定管理办法〉的通 别行政职
定 知识卫医政发 (2009J32 权事项

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医疗机构制 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调整为
各正电子类 卫生部关于印发〈医疗 ..其他"类46 市卫生计生委 机构制备正电规子定类〉放射放射性药品

性药品管理的通
别行政职

审核
知>><国食药监安 (2006J 权事项

4 号)
《卫生部国家发展和改

乙类大型医 草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调整为

47 用设备配置 市卫生计生委 发布〈大型医用设备配 ..其他"类

许可证核发 量与使用管理办法〉的 jJ'J行政职
通知>>(卫规财发 (2004J 权事项
474 号)

机动车安全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48 技术检捡人 市质监局 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机国 取消
员证书核发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令第 121 号)

机动车安全 《国家质量监督检捡检疫

技术捡验机 总局关于印发〈机动车安

49 构捡验资格 市质监局 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 取消格许可办理程序〉等 5 个许可审查员
规范性文件的通知>>(质证书核发
检监 (2009J521号}

茧丝收购、 《茧丝质量监督管理办
50 加工质量条 市质监局 法H国家质量监督检捡 取消

件审核 检疫总局令第 43 号)
实验室和检 《实捡室和检查机构资

51 查机构资质 市质监局 质认定管理办法归国家 取消认定评审员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证书核发 令第 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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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
机关、事业 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
单位工作人 (国发(]978) 104 号)

52 员提高退休 市人力社保局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 取消
费1十发比例 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
审批 行规定>>(国发 0983)

141 号)

城市建设档
《竣市建设档案归属与

53 案馆接收规 市档案局 流向暂行办法>><档发字 取消定范图以外
档案的批准 (1997)20 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外商投资产 关于修改、印发〈关于确

品出口企业 认和考核外窝投资的产
5，1

和先进技术 市商务委 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 取消

企业确认 企业的实施办法〉的通
知>>(外经贸资发(]996)
822 号)

《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170 号)
《棉花加工资格认定和

55 棉花加工企 市商务委 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归国 取消业资格认定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令尊;-4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 保留子项
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 ..加工贸
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 易企业经
保证金台怅制度意见的 营状况和
通知>>(国办发(1999) 35 生产能力
号) 证明..取

加工贸易合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消子项
56 同审批 市商务委 关子印发〈加工贸易审 取消 ..加工贸

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易业务批
知>>(外经贸管发(1999) 准 iiI，.和
314 号) ..加工贸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易保税进
关于印发〈加工贸易保 口料件内
税进口料件内销审批管 销批准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证..
(外经贸管发 (1999)315
号)

12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ì51: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医疗器械生 市食品药品监 理局关于印发医疗器械

57 产质量管理 管局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 取消
规范考核 行)的通知识国食药监

械 (2009)834 号)

已审批的人
境演出(外
国及香港特
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 《文化部关于做好取消

58 政区、台湾 市文化局 和下放营业性演出审批 取消地区的文艺 项目工作的通知>><文市
表演团体、 发 (2013) 27 号)
个人参加的
营业性演
出)增加演
出地备案

《卫生部下发关于组织

59 组织义诊活
市卫生计生委 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 取消动备案 的通知>><卫医发(2001J

365 号)

艾滋病确 《卫生部关于印发〈全国

60 证、筛查实 市卫生计生委 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 取消
验室验收 法〉的通知>><卫疾控发

(2006]218 号)

医用特殊物 《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

品办理准出 关于加强医用特殊物品
61 入境证明 市卫生计生委 出入境卫生检发疫管理的 取消

(权限内) 通知>><卫科教 (2003)
230 号)

采用公开招
调整为政

62 标以外的政 市财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府内部审府采购方式 采购法》
的批准 批事项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
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归国
发 C1996) 29 号)

行政事业性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调整为政
63 收费项目审 市财政局 委关于发布〈行政事业 府内部审

批 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 批事项行办法〉的通知>><财综
(2004)100 号)
《北京市行政性事业性
收费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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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ì~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举办本市体 《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 调整为政
64 市体育局 法(试行)>>(国家体育总府内部审育竞赛审批

局令第 3 号) 批事项
职称评审委 《国务院关于实行专业 调整为政

65 员会设立批 市人力社保局 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 府内部审
准 定>><国发(1986J27 号) 批事项
事业单位高 《国务院关于高级专家 调整为政

66 级专家延长 市人力社保局 离休退休若干问题的暂
府内部审退休年龄审 行规定>>(国发( 1983J
批事项批 141号}

《国家档案局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大建设项 〈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 调整为政
67 目档案的验 市档案局 收办法〉的通知识档发 府内部审

收 (2006J2 号) 批事项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B

专门档案馆 《全国档案馆设置原则

的设立、变 和布局方案>> (国档发 调整为政
68 更和撤销的 市档案局 (1992J:，号) 府内部审

审核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批事项
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接收军队、
武警部队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
员干部，军 军官法》
队、武警部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队转业士 (囡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调整为玫

69 官.外地入 市民政局 会令第 608 号) 府内部审
伍退伍义务 《北京市实施〈退伍义务 批事项
兵(含按义 兵安置条例〉的若干规
务兵对待的 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一湖、二期 第 4 号}
复员士官}

《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总后勤部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军队无军籍退休退
职职工移交安置工作的
意见〉的通知))(民发

军队无军籍 (2005J135 号) 调整为政
70 退休退职职 市民政局 《民政部优抚安置局财 府内部审

工进京安置 政部办公厅人力资源 批事项
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总后勤部司令部印发
〈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
职工移交玫府安置交接
工作办法))) (司人
(2010J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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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窜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军
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

军队离休 ìli 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 调整为政
71 休干部、退 市民政局 见 >>c 中办发 (2004) 2 府内部审休士官进京 号) 批事项安 'i- 审定 《民政部总政治部印发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
交政府安置交接工作办
法)>>(政联 (2006) II
号)

对外经济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国家秘密法》 调整为政

72 作提供国家
市保密局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府内部审鼠'密资料审

共和国保守国家保密 批事项~lt 法〉若干规定》

携运国家协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密载体出境 国家秘密法》 调整为政
73 市保密局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府内部审的单位和人

共和国保守国家保密 批事项员核准
法〉若干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政府出资的 项目的通知>><国办发 调整为政
74 投资项目审 市发展改革委 【2004)62 号) 府内部审

批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 批事项
改革的决定>> (国发
(2004)20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行政事业性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调整为政
75 收费标准审 市发展改革委 (200062 号) 府内部审

批 《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 批事项
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囡
发 (1996) 2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秘密级国家 法》 调整为政

76 秘密技术出 市科委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府内部审
口保密审批 〈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 批事项

局令第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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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i安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科技保密审 法》 调整为政
77 市科委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府内部审查 (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 批事项

局今第 16 号)
项目名称
修改为

境外注册的 ..境外注
中资控股企

《固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册的中资
业依据实际 调整为行 控股企业

78 管理机构标 市土也税局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政确认事 依据实际
准判定为中 决定>>(国发 (2013J 44 项 管理机构
国居民企业 号)

标准判定
审批 为中国居

民企业认
定"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
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483 号〉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
暂行条例〉办法))(北京
市人民政府令第 188
号〉 项目名称

放镇土地使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 调整为 修改为

79 用税困难减 市地税局 放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 ..其他"类..城镇土

免审批 减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 别行政 l\R 地使用税
项的公告别国家税务总 权事项 困难减免
局公告 2014 年第 l号) 批准"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
子进一步下放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困难减
免税审批权限有关事项
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
务局公告 2015 年第 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
税暂行条例>> (国发 项目名称(1986J90 号) 调整为 修改为

80 房产税困难
市地税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其他"类..房产税

减免审批 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 别行政职 困难减免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 权事项
批准"例〉有关规定的通知》

(京政发 (2016J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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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固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调整为

81 车辆进京通 市公安局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其他"类
行证核发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别行政职

(2004J62 号) 权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签证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调整为行

82 签发、延期、 市公安局 工作规范>>(公境(2013) 政许可事
换发、补发 2000 号)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国入务境院出令境第管理条例》
63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停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调整为行
83 证件签发、 市公安局 工作规范>>(公境口013J 政许可事

换发、补发 2000 号)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囡务院令第 63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
入境管理法》

外国人居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
调整为行

84 许可签发、 市公安局 工作规范)(公境 (2013J 政许可事延期、换友、 2000 号)
补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项

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3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
护照和出入境通行 iíE签

中华人民共 发管理办法以公安部令
调整为行第 96 号)85 和国出入境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 政 i午可事
通行证签发

境通行(证公签境发管理工作
项

规范》出 (2007]
2223 号)

宗教团体负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 调整为政
86 责人审批 市民委 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 府内部审

定)(国发(2015J27 号) 批事项

一 17 一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宗教团体、
宗教活动场 《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 调整为政

87 所接受国 市民委 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 府内部审
(境)外捐款 定归国发 (2015J27 号} 批事项
审批

项目名称

出版、印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调整为 修改为

88 出口、发行 市民委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其他"类 ..印刷、出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别行政职 口、发行

《圣经》审批 (200.IJ62 号) 权事项 《圣经》审
批..

项目名称

宗教团体筹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 修改为

备、成立、变
院令第 .126号) 调整为行 ..地方性

89 更、注销前 市民委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政许可事 宗教团体

审批 例>>(国务院令第 250 项 咸立、变
号) 更、注销

前审批..

项目名称
修改为

司法鉴定机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 调整为行

..司法鉴
构在外省市 定机构及90 设立分支机 市司法局 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政许可事 其分支机
构审核 95 号) 项 构设立、

变更、注
销登记"

项目名称
修改为
..对司法

外国律师事 《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
部关于外

务所驻华代 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 调整为行 国律师事
91 表机构休业

市司法局
构管理条例〉的规定》

政许可事 务所驻华

核准 (司法部今第 73 号) 项 代表机构
设立、变
更、注销
许可的初
审..

公共绿地绿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 调整为政
92 化工程设计 市园林绿化局 院令第 100 号) 府内部审

方案审查 《北京市绿化条例》 批事项

《森林植物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 调整为政
93 检疫员证》 市园林绿化局 则(林业部分 )H 国家林 府内部审

核发 业局令第 26 号) 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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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ì~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补充植物检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 调整为政
94 疫对象确定 市园林绿化局 则(林业部分 )>>C 国家林 府内部审

或调整 业局令第 26 号) 批事项

跨区县固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调整为行
并入..不

95 林单位林权 市园林绿化局 法》
玫确认事 动产统一

《北京市森林资源保护 登记"事登记
管理条例》 项 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第八批林
木种苗工等 65 个国家

营造林工程 职业标准的通知 >>c 劳社 调整为行
96 监理员职业 市园林绿化局 厅发 (2004)1 号〉 政许可事

资格审核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项
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发 (2014) 5
号)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项目名称
业和信息化部、财玫部、 修改为

融资性担保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 调整为行 ..融资性
97 机构审批 市金融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政许可事 担保机构

令 2010 年第 3 号) 项 的设立与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 变更宙
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 批..

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 548 号)

《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
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
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
(2011)38 号) 项目名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 调整为行 修改为

98 交易场所审
市金融局 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 政确认事

..交易场
批 实施意见>> (国办发 所设立与

(2012)37 号) 项
变更批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准"
印发北京市交易场所管
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京政发 (2012)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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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 项目名称
关于小额意贷见款》公司试点 修改为
的指导(银监发 调整为 ..小额贷

99 小额贷款公 市金融局 [2008J23 号) ..其他..类
款公司设

司审批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别行政职
立与变更转发市金画主办等部门关 权事项
试点的认于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
定"

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京政办发[2009J2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
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 ]J45 号)

保障性住房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调整为行

100 申请资格审 市住房城乡建 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
政确认事

核
设委 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

项京市人民政府住房制度
改革办公室)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的通知))(京政办发
[2009J56 号)
《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房产测绘成 市住房城乡建 (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 调整为行
101 果审核 设委 第 83 号) 政确认事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项
(建设部令第 88 号)
《建设部关子进一步推 调整为政

102 出售公有位 市住房城乡建 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的 府内部审房审批 设委 通知>>(建住房 Cl999 J 批事项209 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

使用固有位 市住房城乡建 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 调整为政
103 房出售收入 组关于加强国有住房出 府内部审

审批
设委

售收入管理意见的通知》 批事项
(国办发CI996J34号)
《建设部财政部国家经
贸委全国总工会关于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解决职

固有企业位 工住房问题的通知识建 调整为

104 房分配货币 市住房城乡建 房改 [2000J 105 号) ..其他"类

化方案备案 设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别行政职
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 权事项
中央企业严格执行国家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归国资厅发
分配 [2006J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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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招标人自行 调整为

105 招标牟件备 市住房城乡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其他"类

案 设委 投标法》 别行政职
权事项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调整为

106 招标文件备 市住房城乡建 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其他..类
案 设委 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别行政职

89 号) 权事项

招投标情况 调整为

107 书面报告备 市住房械乡建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其他"类

案 设委 投标法》 别行政职
权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调整为行
并入..不

108 房屋登记 市住房城乡建 房地产管理法》 政确认事 动产统一
设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项 登记"事

法》 项

从事互联网
《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

109 中医医疗保 市中医局 服务管理办法机卫生部 取消健信息服务
令第 66 号)审核

《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
调整为行

110 无公事农产 市农业局 法>>(农业部、囡家质量 政确认事品产地认定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项1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调整为行

111 股权出质登 市工商局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
政确认事记 权出质登记办法 H国家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项

32 号)
《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关于加强屯 调整为

电动自行车 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 ..其他"类112 登记 市工商局 (公通字 (201])10 号) 别行政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 权事项厅关于做好电动自行车
依法登记工作的通知》
(京政办函 (2005) 4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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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5 号) 项目名称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 调整为 修改为

113 交通影响评
市交通委 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其他"类..建设项

价审查 见>><国发(2012J64 号) 别行政职 目交通影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 权*项 响评价审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查"
法〉办法》
《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

开采矿产资 市规划和国土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 调整为行
114 源划定矿区 资源管理委员 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政许可事

范围批准 会 241 号) 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法》 调整为

115 矿产资源储 资 1草管理委员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 ..其他..类
量评审备案

会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监督 别行政职
管理的通知归国土资发 权事项
(2003J1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资源法》

调整为建设项目压 市规划和国土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 "其他..类116 覆重要矿产 资源管理委员 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 别行政职资源审批 会 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 仅事项作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0J137 号)

市规划和国土 调整为行
并入..不

117 土地抵押权 资源管理委员 《土地登记办法以国土 玫确认事 动产统一
登记

%马
资源部令第 40 号) 项 登记"事

项

市规划和国土 调整为行
并入..不

118 土地地役权 资源管理委员 《土地登记办法归国土 政确认事 动产统一
登记

会
资源部令第 40 号)

项
登记..事
项

市规划和国土 调整为行
并入..不

119 土地异议登 资源管理委员 《土地登记办法以国土 政确认事 动产统一
记 资源部令第 40 号} 登记"事f;、 项 项

市规划和国土 调整为行
并入..不

120 土地预告登 资源管理委员 《土地登记办法归国土 玫确认事 动产统一
讶，

会
资源部令第， 10号)

项 登记"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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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在京中央单
市规划和国土 管理法实施条例 H国务 调整为行

并入..不
位固有建设 院令第 256 号) 动产统一121 用地使用权 资源管理委员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政确认事
登记"事

登记 会
资源部令第 40 号) 项

项
《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用
地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 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驻京军队、 管理法》 并入..不
武警、保密 市规划和国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调整为行

动产统一122 单位国有建 资源管理委员 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 政确认事
登记"事设用地使用 会 院令第 256 号) 项
项权登记 《土地登记办法>><国土

资源部令第 4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建设工程规 市规划和国土 规划法》 调整为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其他"类123 划核验{验 资源管理委员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 别行政职线} 会
监督若干规定以北京市 权事项
人民政府令第 8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建设工程规 市规划和国土 规划法》 调整为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 ..其他"类124 划核验(拴 资源管理委员
《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 别行政职收) 会
监督若干规定)}(北京市 权事项
人民玫府令第 8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市规划和国土 投标法 B 调整为

125 勘察设计招
资源管理委员 《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 "其他"类

投标备案 《北京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别行政职会
标监督管理规定以北京 权事项
市人民政府令第 122号)

利用属于国
市规划和国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调整为行家秘密的基126 础 ~J绘成果 资源管理委员 成果管理条例>>(国务院 政许可事

审批 会 令第 469 号} 项

发行地面出 市规划和国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调整为
..其他"类127 版物备案 资源管理委员 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归国 别行玫职(权限内) 会 务院令第 180 号)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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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

二级注册结 市规划和国土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 调整为行

128 构工程师注 资源管理委员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政许可事293 号)册审批 会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项

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37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

市规划和国土 法》 调整为

129 测绘作业证
资源管理委员 《国家测绘局关于印发 ..其他"类

审核、发放 会 〈测绘作业证管理规定〉 别行政职
的通知>> (国测法字 权事项
[2004J5 号)

国内地方单 调整为位订户订购
市新闻出版广 《订户订购进口出版物 ..其他"类

I:JO 限定发行范 管理办法 H新闻出版总
围的进口出

电局
署令第 51 号) 别行政职

版物审核 权事项

举办区域性
调整为行广播电视节 市新闻出版广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31 目交流、交 电局 (国务院令第 228 号) 政许可事

易活动审批 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广播电台、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电视台开办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调整为政市新闻出版广 [2004)62 号)132 群众参与的 电局 《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 府内部审
广播电视直

直播节目管理暂行办 批事项
播节目审批

法))(广发编字 C1999 J
746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省级以下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合省级)部 项目的通知>> (国办发 调整为

133 门聘请外国 市新闻出版广 [2004J62 号) ..其他"类
人参与广播 电局 《外国人参加广播影视 别行政职
电视节目制 节目制作活动管理规 权事项
作审批 定>>(广发外字 [1999J

2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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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ì~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电影管理条例归国务
院令第 342 号)

地方对等交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流互办单一 市新闻出版广 局关于地方对等交流互 调整为行
134 国家电影展 电局 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 政许可事

映活动审批 动审批职能下放省级新 项
闯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的
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广
电发 (2014J61 号〉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文化部印发〈关子改
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

设立本市电 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 调整为行
135 影院线公司 市新闻出版广 知>>(广发办字 C2001J 政确认事

审批 电局 1519 号) 项
《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
入暂行规定归国家广播
电影电视总局、商务部
令第 43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
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

国产影片聘 项目的通知 H国办发 调整为

136 用境外演职 市新闻出版广 (2004J62 号) ..其他"类

人员审批 电局 《骋，用境外主创人员参 别行政职
与才是制国产影片管理规 权事项
定>>(广发影字( 2001J
1451 号)
《电影管理条例 H 国务
院令第 342 号)
4电影剧本(梗概)备案、
屯影片管理规定 H国家 调整为

137 国产电影片 市新闻出版广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其他"类
审查 电局 52 号) 别行政职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权事项
局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
地审查的通知识新广电
发 (2014J27 号)

广播电视专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
调整为行

138 用频段频率 市新闻出版广 盖网管理办法 H国家广 政许可事使用许可证 电局 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乙委)核发 45 号) 项

有线电视工 市新闻出版广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调整为行
139 政许可事程验收 电局 (国务院令第 228 号)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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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电影管理条例 >>c 国务
统今第 342 号)
《电影剧本(梗概)各案、
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

电影剧本 市新闻出版广 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调整为行
140 52 号) 政许可事(梗概)备案 电局

《广电总局关于改进和 项
完善电影剧本(梗概)备
案、电影片审查工作的
通知>><广发(2010) 19
号)

北京地区广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播电视播音 市新闻出版广 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 调整为行

14 1 员、主持人 电局 行规定以国家广播电影 政确认事
资格认定

电视总局令第 26 号) 项
(执业注册)

注册安全工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
142 程师执业资 市安全监管局 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 取消

格初审 督管理总局令第 11 号)

水利工程建 《水利部关于修改〈水利
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143 设监理单位 市水务局
管理办法〉的决定)(水 取消

资质初审
利部令第 40 号)

《国务统对确需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石油成品油 第 412 号) 调整为行
144 批发、仓储 市商务委 《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

政许可事经营资格初 (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审 23 号) 项

《原油市场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06 年第
24 号)

拍卖企业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调整为行
145 营文物拍卖 市文物局 保护法》 玫许可事

初审 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药物 l临床试 理局关于印发〈药物临 调整为行

146 验机构资格 市卫生计生委 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 政许可事
认定初审 法(试行))的通知 >>c 国 项

食药监安 (2004}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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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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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外项目实 《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 调整为

147 施企业资格 市商务委 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 ..其他..类
定办法(试行 )H商务部 别行政职初审
令 2004 年第 9 号) 权事项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
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1 年第 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

商用物项和 口许可证管理办法以商 调整为

148 技术出口初 市商务委 务部、海关总署令 2005 ..其他..类

审 年第 29 号} 别行政职
《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 权事项
和技术迸出口行政许可
制度改革的补充通知》
(商技发 [2006J41 号〉

《直销管理条例 >>c 国务 调整为直销企业服 院令第 443 号) ..其他"类149 务网点确认 市商务委 《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 jJl1 行政职函初审 立管理办法 H 商务部令
权事项2006 年第 2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限制迸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 调整为

150 货物的配额 市商务委 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 ..其他"类

初审 院令第 332 号) 别行政职
《出口商品配额管理办 权事项
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
部令 2001 年第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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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法》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授权机构>>(商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农产品进口 2003 年第 54 号) 调整为
<<2016年羊毛、毛条进 ..其他..类151 关税配额初 市商务委 口关税配额管理实施细 别行政职审
则>>(商务部公告 2015 权事项
年第 45 号)
<<2015年食糖进口关税
配额申请和分配细则》
(商务部公告 2014 年第
66 号)

《国务院关子调整进口
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
(国发CI997)37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内资项目〈国家鼓

上报国家发 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
调整为展改革委审 认书〉有关问题的通知》 "其他..类152 批的进口设 市发展改革委 (发改规划 (2003) 900 ~Il行政职备免税确认 号)
权事项书初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办理外商投资项目〈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
目确认书〉有关问题的
通知识发改外资 (2006)
316 号)

全国重点文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调整为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工程审批管 ..其他..类153 文物保护工 市文物局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别行政职程设计方案 (文物保发 (2008) 19
权事项初审 号}

迁移全国重 调整为

154 点文物保护 市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其他..类
保护法》 别行政职单位初审

权事项

修复、复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调整为

155 拓印馆藏一 市文物局 保护法实施条例归国务
"其他..类

级文物初审 院令第 377 号} ~IJ行政职
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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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i盘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
〈文物出境展览管理规
定〉的通知>>(文物办发 调整为

156 文物出入境 市文物局 (2005)13 号) ..其他"类
展览初审 《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 别行政职

〈文物入境展览管理暂 权事项
行规定〉的通知>><文物
博发 (2010)23 号)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申请甲级 计资质管理办法(试 调整为《文物保护 行))、〈文物保护工程施 ..其他..类157 工程勘察设 市文物局 工资质管理办法(试 别行政职计资质证 行))、〈文物保护工程监
权事项书》初审 理资质管理办法(试

行门的通知识文物保发
(2014)13 号)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申请一级 计资质管理办法(试
调整为《文物保护 行川、〈文物保护工程施 ..其他"类158 工程施工资 市文物局 工资质管理办法(试
别行政职质证书》初 行川、〈文物保护工程监
权事项审 理资质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2014)13 号}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

申请甲级 计资质管理办法(试
调整为《文物保护 行))、〈文物保护工程拖 ..其他，.类159 工程监理资 市文物局 工资质管理办法(试 别行政职质证书 F 初 行))、{文物保护工程监
权事项审 理资质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201o{J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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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
药品和第二
类精神药品
原料药定点
生产企业以

调整为及需要使用 市食品药品监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其他..类160 麻醉药品、 管局 管理条例 H国务院令第 别行政职第一类精神 442 号) 权事项药品为原料
生产普通药
品的药品生
产企业的生
产和需用计
划初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药物 l临床试

市食品药品监 理局关于印发〈药物临 调整为行
161 验机构资格

管局
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 政许可事

认定初审 法(试行))的通知识国 项
食药监安 (2004J44 号)

人间传染的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
调整为高致病性病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 ..其他"类162 原微生物实 市卫生计生委 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 别行政职验室资格初 理办法))c 卫生部令第
权事项审 50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项目名称
运输可感染 病防治法》 修改为
人类的高致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人间传

病性病原微 调整为 染的高致
生物茵(毒) 物安全管理条例 H国务 ..其他"类病性病原163 种或样本初 市卫生计生委 院令第 424 号) 别行政职 微生物茵
审(由本市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 权事项 (毒)种或
出发跨省运 性病原微生物茵(毒)种

样本运输
输) 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

初审(跨(卫生部令第 45 号) 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调整为甲类大型医 病防治法》 ..其他"类164 用设备配置 市卫生计生委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别行政职许可证初审 物安全管理条例 >>c 囡务 权*"项院令第 4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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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

水利工程建 定>><水利部令第 28 号)
《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165 设监理工程 市水务局
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注 取消

师注册初审
册管理办法〉的通知》
(水建管 (2006)600 号)

甲级价格评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
166 估机构资质 市发展改革委 定管理办法归国家发展 取消

认定初审 改革委令第 32 号)

申请一级文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物建筑防雷 〈文物建筑防霄工程施
167 工程施工资 市文物局 工资质管理办法{试 取消

质初审 行)>的通知)(文物保发
(2010)5 号)

申清甲级文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
物建筑防霄 〈文物建筑防雷工程勘

168 工程的勘察 市文物局 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 取消
设计资质初 (试行)>的通知识文物
审 保发 (2010)7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审批地方政府投资
项目有关规定(暂行)的
通知)(发改投资 (2005)
1392 号)

政府出资的 《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 调整为政
169 投资项目初 市发展改革委 政府贷款项目管理暂行 府内部审

审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批事项
令第 28 号)
《和(国中贴央家息发预项展算目改内管投革理资委办斗补助法》

革委令第
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机密级国家 法》 调整为政

170 秘密技术出 市科委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府内部审
口保密初审 (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 批事项

局令第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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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项目名称
修改为

外国人永久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 调整为行
..对公安
部关于外171 居留资格初 市公安局 留审批管理办法机公安 政许可事 国人永久

审 部、外交部令第 7，\号) 项 居留资格
审批的初
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一级注册消 公安部关于印发〈注册

防工程师资 消防工程师制度暂行规 调整为行
172 格核准和注 市公安局 定〉和〈注册消防工程师 政许可事

册初审 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 项
{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
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人社部发 (2012) 56
号}

宗教院校聘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调整为

173 用外 '.5专业 市民委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其他..类

人员资格初 许可的决定以国务院令 别行政职
审 第 412 号) 权事项

宗教院校聘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 调整为

17.1 用外籍专业 市民委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其他"类

人员初审 许可的决定归国务院令 别行政职
第 .112号) 权事项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 项目名称

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修改为

法律职业资 74 号) 调整为行 ..对司法
175 格认定初审 市司法局

《北京市司法局法律职 政许可事 部关于法

业资格认可程序规定》 项 律职业资

(京司发 (2011)423 号) 格认定初
审、复审"

外来陆生野 《林业部关于发布〈中华 调整为
生动物物种 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 ..其他..类176 市园林绿化局 物保护实施条例〉的通野外放生初

知>><林策边字(1992)29 jJJJ 行政职
审

号) 权事项

- 32 一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市属高校设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

量尚未列入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调整为

177 《专业目录》 市教委 (2012 年))(普通高等 ..其他"类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 别行政积的新专业初
规定〉等文件的通知》 权事项审
(教高(2012J9 号)

《国家环境保护局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海关

《进口废物 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 调整为

178 批准证书》 市环保局 理局国家进出口商品 ..其他"类

签发初审 检验局关于颁布〈废物 别行政职
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 权事项
规定〉的通知>> (环控
0996J204 号)

项目名称

调整为行 修改为
开办农药生 市经济信息化 《农药管理条例归国务 ..开办农179 产企业初审 委 院令第 326 号} 政许可事

药生产企项
业许可初
审..

项目名称
修改为

生产尚未制 ..生产尚
定国家标

调整为行 未制定国
准、行业标 市经济信息化 《农药管理条例>><囡务 家标准、180 准 ig 已有企 委 院令第 326 号) 政许可事

行业标准
业标准的农 项

但已有企
药初审 业标准的

农药许可
初审"

项目名称
修改为

生产第二 ..第-一、一
类、第三类 类监控化
监控化学品 学品和第
和第四类监 市经济信息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 调整为行 四类监控

181 控化学品中 委 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 政许可事 化学品中

含费、琉、氟 院令第 190 号) 项 含镜、琉、
的特定有机 氟的特定
化学品初审 有机化学

品生产特
别许可初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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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项目名称
修改为

新建、扩建 ..新建、扩
或者改建用 建或者改
于生产第二 主主用于生
类、第三类 产第二、
监控化学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 调整为行 三类监控
和第四类监 市经济信息化 化学品和182 控化学品中 委 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 政许可事 第四类监
含磷、琉、氟

院今第 190 号) 项 控化学品
的特定有机 中含磷、
化学品的设 硫、氧的
施和竣工验 特定有机
收初审 化学品的

设施建设
初审"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农业部令第 20 号) 调整为

183 农药登记资 市农业局
《农业部行政审批综合 ..其他"类

料初审 办公办事指南(农药行 别行政职
政许可部分 J>>< 农业部 权事项
公告第 971 号)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 项目名称
省际旅客、 例))(国务院令第 625
危险品货物 号) 调整为行 修改为

18，\ 水路运输的 市交通委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
政许可事 ..国内水

经营初审 定>><交通运输部令
项 路运输经

2014 年第 2 号) 管许可"

国际海上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调整为

185 输业务及海 市交通委 海运条例实施细则>><交 "其他"类
运辅助业务 别行政职
经营初审 通部令 2003 年第 1 号) 权事项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E 调整为
核发新闻记 市新闻出版广 ..其他..类

186 者证初审 电局 (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4.1 别行政职
号) 权事项

引进境外著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 调整为

187 作权人授权 市新闻出版广 规定>><新闻出版总署令
..其他..类

的电子出版 电局 别行政职
物初审 第 34 号) 权事项

:H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依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境外人员参 局关于加强对聘请港、 调整为
市新闯出版广 澳、台从业人员参与广 ..其他..类

188 与电视剧拍
电局 播电视节目制作管理的 别行政职摄初审

通知))(广发外字 (1999) 权事项
518 号)

本市制作机
构拍报制作

《电视剧内容管理规定》 调整为

189 电视剧(含 市新闻出版广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其他"类
电视动画 电局

局令第 63 号) 另1] 行政职
片)备案公 权事项
示初审

中外联合击 IJ
《中外合作制作电视剧 调整为

190 作电视剧 市新闻出版广
管理规定以国家广播电

..其他"关
(含电视动 电局

影电视总局今第 11 号) 别行政职
画片)初审 权事项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港澳台从业 局关于加强对聘请港、 调整为

191 人员等参与 市新闻出版广 澳、台从业人员参与广 ..其他..类
广播电视节 电局 播电视节目制作管理的 别行政职
目制作初审 通知识广发外字 (1999) 权事项

518 号)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设立跨省电 局文化部印发〈关于改 调整为

192 影院线公司 市新闻出版广 革屯影发行放映机制的 ..其他..类

初审
电局 实施细则(试行门的通 别行政职

知>><广发办字 (2001) 权事项
1519 号)

《囡务院对确得保留的
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玫
许可的决定归国务院令

除中央机向 第 412 号) 调整为

193 外其他机构 市新闻出版广 《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印 ..其他"类
开办付费频 电局 发(广播电视有线数字 别行政职
道初审 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 权事项

办法(试行) )的通知》
(广发办字 (2003) 1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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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部门 设定侬据 处理结果 备注

《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
务管理办法 H国家广播

跨省经营广 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33 调整为

194 播电视节目 市新闻出版广 号) ..其他"类
传送业务初 电局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 别行政职
审 盖网管理办法 H国家广 权事项

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45 号)

申请《信息 《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调整为

195 网络传播视 市新闻出版广 管理规定归国家广播电 ..其他..类

听节目许可 电局 影电视总局、信息产业 别行政职
iiE>>初审 部令第 56 号) 权事项

广播电视专 《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 调整为

196 用频段频率 市新闻出版广 盖网管理办法>><国家广 ..其他..类

使用许可 iiE 电局 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 别行政职
(甲类)初审 45 号) 权事项

用于信息网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调整为络传播的境 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网上
197 外影视剧年 市新闻出版广 境外影视剧管理有关规

.，其他..类

度引进计划
电局

定的通知>>(新广电发
别行政职

和内容初审 [2014)204 号) 权事项

抄送:市委各部门.北京卫戍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工商联。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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