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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县人民政府关于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蒙政发〔2009〕35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办、局：

为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

政效能，加强我县发展软环境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和省、州政府关于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文件精

神及深入贯彻“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

结制”等“四项制度”的相关要求，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组织对11个乡镇和48个县级部门现有的473项行政审批

项目进行了新一轮集中清理。经严格审核和论证，县人民政府决

定取消和调整 246 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行政许可项目

55 项，取消非行政许可项目 28 项；调整行政许可项目 87 项，

调整非行政许可项目 76 项。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审批时限压缩

二分之一以上。

各乡镇、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

和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续监管。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蒙自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X
蒙自市人民政府发布

- 2 -

继续解放思想，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对行政审批项目实

行动态管理，加强对行政审批权的监督制约；对执行中发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附件：

1.蒙自县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83 项）

2.蒙自县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163 项）

二○○九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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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县人民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83 项）

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55 项）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1 乡镇人民

政府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

经当地人民政府决定或者批准的除外的审批
依法由上级政府审批

2 企业的合并、分立审批 市场主体自主决定

3 发展和改革局《经营服务性收费许可证》核发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 人事局 流动人员出国政审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 人民防空

办公室
人防通信、警报设施的规划、安装批准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6

卫生局

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7 审批胎儿性别鉴定 依法由省卫生厅审批

8 食品广告审查 依法由省卫生厅审批

9 医疗广告审查 依法由省卫生厅审批

10 核发医疗机构评审合格证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1 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登记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2 宗教事务局
对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

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13 交通局
因抢险、防汛需要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渡口周围

修筑堤坝，压缩或者拓宽河床的审批。
依法由省交通厅审批

14 旅游局 旅游定点经营初审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15 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核准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6 国家保密局 携运国家秘密载体出境审批 依法由州保密局审批

17 档案局 特殊情况延长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期限的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18

林业局

猎捕证 依法由省林业厅审批

19 狩猎证 依法由省林业厅审批

20 野生植物采集许可证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21 自然保护区参观旅游许可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22 野外用火许可证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3
国土资源局

探矿权年检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4 采矿权年检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5 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矿山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监督 依法由州安监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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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全特种作业操作资格审查 依法由省安监局审批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27

建设局

(含园林局)

市政公用设施施工安全防护方案的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28 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9 建筑垃圾、粉尘拉运车辆入城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30 绿化工程竣工验收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1 建设项目规划验收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2 县市公园、风景名胜区重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3

公安局

周转性化学危险物品仓库的限量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4 机动车质押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5 补/换领机动车牌证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36 驾驶证信息变更（号码、姓名、住址等）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7 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8 爆破工程计术人员安全作业证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39 猎枪弹具的年销售指标备案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0 猎枪弹具经销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1 猎枪弹具购买证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2 赠送或转让猎枪弹具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3 对新建、扩建、改建生产化学危险物品的企业审核 依法由州安监局审批

44 处理废弃化学危险物品 依法由县环保局监管

45
经济贸易局

（盐务管理

局）

核发食盐准运证 依法由省经委审批

46 畜牧兽医局 种畜禽合格证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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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民政局 敬老院创办、撤消审批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48
工商行政

管理局
商品交易市场登记 市场主体自主决定

49 地方税务局 普通发票领购资格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0

国家税务局

发票领购行政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1 使用计算机开具发票行政许可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2 使用税控装置的安装审核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3 建立收支粘贴簿、进销货登记簿的审核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4 拆本使用发票审批事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55
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的审

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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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28 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1

发展和

改革局

项目贷款投资补助、贴息审核上报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 涉案财物价格鉴证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3 基本建设项目审批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4 三资企业审核 依法由州发改委审批

5

人事局

县属事业单位年度考核结果核准、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6
组织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

选拔工作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7
宗教事务局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8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9
残疾人

联合会

由县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对用人单位审定安排

残疾人就业是否达到规定比例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0

公安局

旅馆业歇业、转业、合并、迁移改变名称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1
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关闭、歇业、合并、迁移、改变名称、变更法人代表人手

续办理的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2 申领猎枪弹具运输证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3
民政局

社会福利企业年检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4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5 国家保密局 开办印刷、复制等行业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注册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6

经济贸易局

煤炭经营企业经营资格年检初检备案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17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初审 依法由州商务局备案

18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初审 依法由州商务局备案

19
援外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许可、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许可初审备案
依法由省商务厅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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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加工贸易初审 依法由州商务局审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取消后规范方式

21

劳动和社会保

障局

外来人员就业证办理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2 外出人员就业卡办理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3 社会力量办学资格审批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4 科学技术局 县级科技计划项目审批与管理 采用事后备案管理

25 文化体育局 少年级运动员资格许可 行业组织自律管理

26

国家税务局

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减免、抵免、退税审核（购买国

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
行政机关日常监管

27 出口货物退（免）税及延期申报审批

依法由州国税局审批

28 延期开具代理出口证明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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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县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163 项）

调整的行政许可项目目录（87 项）

合并同类事项（原 82项，并为 33项）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1 发展和

改革局

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价格审批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审

批2 经营性服务、公用事业价格审批

3

人事局

举办人才招聘洽谈会审批

举办人才招聘会及人才招

聘广告审批

4 人才招聘广告审批

5 发布人才供需信息审批

6 人才交流洽谈广告审批

7

建设局（含园

林局）

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核发
城市房屋拆迁许可

8 城市房屋延期拆迁审批

9 城市树木砍伐、移栽、修剪、封尖审批 古树名木迁移、砍伐，城

市树木砍伐、移栽、修剪、

封尖审批10 古树名木迁移、砍伐审批

1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初审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初

审；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初

审。

1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初审

13 规划变更

14 绿化布置图审查

15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绿地、干道绿化带

等绿化项目和 0.5万㎡及其以上 2万㎡以下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绿化工程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批

16

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审查和城

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绿地、干道绿化带

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更改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

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以及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

地、风景绿地、干道绿化带等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

审批

17 建设局

公安局
变更客运路线审批 城市公交路线确定、变更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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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城市公交线路确定审批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19

国土资源局

矿产资源开采许可证申请登记报（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许可
20 采矿权延续登记登记报（审）批

21 采矿权变更登记报（审）批

22 采矿权注销登记报（审）批

23 矿产品加工许可证申请变更延续登记审批

矿产品加工经营许可
24 矿产品经营许可证申请变更延续登记审批

25 人民防空

办公室

人防工程改造、拆除批准 人防工程、防空通信、警报

设施改造、拆除的批准26 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拆除的批准

27

卫生局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核发

28 公共场所选址设计卫生许可

29 建设项目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验收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审核
30 建设项目职业危害评价审查

31 职业危害严重建设项目的防护设计审查

32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母婴保健机构和母婴保健

技术服务执业许可33 母婴保健工作机构许可

34 食品卫生许可
食品卫生许可

35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卫生许可

36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37 集中式供水单位审批

38

人口和计划生

育局

一孩《生育证》

生育证核发
39 申（补）办《生育证》

40 再生育《生育证》

41 《生育证》迁出（入）

42
宗教事务局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陈列、展览的审批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办陈

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

的审批43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拍摄电影电视片的审批

44 公安局 户口准迁审批
户口变更登记（调整为非行

政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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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户口四项变动（出生、死亡、迁入、迁出）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46

公安局

申领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申领、换领、

补领（调整为非行政许可

项目）47 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48 机动车驾驶许可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换证、

补发、注销、审验49 机动车驾驶证换证、补发许可

50

民政局

社团登记

社会团体设立、变更、注

销登记
51 社团变更

52 社团注销

53 民办非企业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变

更、注销登记
54 民办非企业变更

55 民办非企业注销

56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 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审批57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审批

58
农业局

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

可证核发59 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60

林业局

林木采伐许可
木材采伐、运输许可

61 木材运输许可

62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批准 经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批

准63 经营驯养繁殖野生动物批准

64 林木种子生产许可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65 林木种子经营许可

66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

占用征用林地审核
67 临时占用林地的审核、审批

68
国有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工程

设施占用林地批准

69

水务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

及有关活动审批

70 占用河道建设工程方案审查

71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的审批

72
江河故道、旧堤原有水利工程设施填堵、占用、拆

毁、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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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位置和界限审查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74

交通局

占用、挖掘公路
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

线，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

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

施，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

设、埋设管（杆）线，电缆等，

在公路上开设平交道口的审批

75
修建、跨越、穿越公路，或者架设、埋设管线

等设施；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

76 增设公路平面交叉道口

77 设置非公路交通标志 公路用地范围及公路两侧建筑

控制区内设置非公路标志以及

建盖临时性构筑物、设施及埋设

管（杆）线、电缆等设施审批78 在建设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

79

交通局（运政

管理所）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80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81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客运经营及班线经营许可

82 道路旅客运输班线经营许可

调整实施机关（5 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调整管理实施机关

1
乡镇人民

政府

批准全民所有制企业提出的基本建设、重大技

术改造等计划
依法调整为县经济贸易局实施

2

云南省

蒙自县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

会

投资审批
依法调整为县发展和改革局实

施（为非行政许可项目）

3 卫生局
贫困残疾人中小儿麻痹、白内障患者康复手术

费减免审核

依法调整为县残疾人联合会实

施

4 公安局 烟花爆竹销售审批 依法调整为县安全生产管理局

实施

5 民政局 社会福利性募捐演出核准 依法调整为县文化体育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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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76项）

合并同类事项（55 项并为 18 项）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1

发展和

改革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商品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立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

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

住房建设、商品房建设、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

立项审批、核准、备案、

上报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商品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审批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商品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备案

4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商品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核准

5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党政机关基本设施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商品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上报

6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上报

农业、林业、水利、畜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上报

7 林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上报

8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上报

9 畜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核准、备案、上报

10
社会事业投资项目、高技术产业项目需上报州审批材料

的审核

社会事业投资项目、高技

术产业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上报

11
社会事业投资项目立项审批及项目建设书、可行性研究

报告、初步设计审批；

12 社会事业投资项目核准

13 高技术产业项目的备案

14 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

（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

局）

事业单位设立登记

县属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15 事业单位变更登记

16 国土

资源局
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上报审批 土地使用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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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土地使用权登记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18

建设局

房屋抵押权登记

房屋抵押权设立、变更、转

移、注销登记

19 房屋抵押权变更登记

20 房屋抵押权转移登记

21 房屋抵押权注销登记

22 房屋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登记

房屋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变

更、转移、确定登记

23 房屋最高额抵押权变更登记

24 房屋最高额抵押权转移登记

25 房屋最高额抵押权确定登记

26 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登记

在建工程抵押权设立、变

更、转移、注销登记

27 在建工程抵押权变更登记

28 在建工程抵押权转移登记

29 在建工程抵押权注销登记

30 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国有土地、集体土地）

房屋所有权设立、变更、转

移、注销登记
31 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国有土地、集体土地）

32 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国有土地、集体土地）

33 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

房屋预告登记（包括预售商

品房、预售商品房抵押权、

房屋所有权转移、房屋抵押

权预告登记）

34 预售商品房预告登记

35 预售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

36 房屋所有权转移预告登记

37 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

38 房屋登记薄更正登记
房屋登记薄更正、异议登记

39 房屋登记薄异议登记

40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的审批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41 及时清运处置建筑垃圾的审批

42 占用城市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的审批 临时占道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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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经营性占道审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合并后项目名称

44
公安局

机动车注册登记
机动车登记

45 机动车转移、变更、抵押、注销登记

46
文化体育局

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审批 三级运动员、裁判员技术等

级审批47 三级运动员技术等级审批

48
经济贸易局

酒类经营者备案 酒类经营者、再生资源回收

经营者备案49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

50

水务局

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环评、初

设、开工、竣工验收审批

51 农村水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审

52 农村水电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53 农村水电建设项目开工报告审批

54
地方税务局

总机构提取管理费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项目的

审批55 财产损失扣除

采用内部管理方式（21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1

人事局

初级技术职称评定

2 县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审批

3 县级行政机关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辞职辞退审批

4 县级行政机关公务员优秀等次审核备案

5 县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辞退备案

6 县属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方案审批

7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审批

8
县级行政机关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人员及机关工勤人员的工龄认定

9 机关、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和离退休费审批

10 公务员、事业单位科级以下人员提前退休审批

11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财政统发工资审核

12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审批

13 事业单位特级教师津贴的审批

14 全县机关工作人员警衔津贴、法官津贴、检察官津贴审批

15 全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知识分子补贴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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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县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个月基本工资额度发

放审批

序

号
部门 项目名称

17

人事局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勤人员技术等级聘用管理

18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科级及以下人员正常晋升工资审批

19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新聘用）工作调动和职务（岗位）变动人员

工资审批

20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计划生育奖励金的审批

21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认定的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