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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嘉建审改办〔2018〕10 号 

 

关于印发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 

等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嘉兴港区管委会、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际商务区）管委会、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根据八届市政府 1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嘉兴市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及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办

下发的《浙江省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我办梳理

形成了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现印发给你们。 

附：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8 日 

 

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浙江省住建厅、嘉兴市政府办公室。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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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阶段事项材料清单汇总 

阶段 部门 事项名称 设立依据 

立项

用地

阶段 

市发改委 

项目赋码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73 号） 

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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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2005 年 1 月 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185 号发布根

据 2018 年 1 月 22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3 号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浙江省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 4 件规章的决定》修正） 

政府投资项目 建议书审批 
1.《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2.《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 

市建委规划

局 

一般建设项目选址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家主席令 2007 年第 74 号） 

2.《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 年 51 号） 

3.《浙江省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 

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3.《杭州市城乡规划条例》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3.《嘉兴市城乡规划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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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土局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 

具体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市政法委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报告审查 

中办、国办于 2015 年 4 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时强调:落实重大

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切实做到应评尽评，着力完善决策前风险评估、实施中风险管

控 和实施后效果评价、反馈纠偏、决策过错责任追究等操作性程序规范。 

  市监管办 
备案项目招标范围、 

招标方式和招标组 织形式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工程

建设

阶段 

市发改委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浙江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市建委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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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令第 412 号） 

2《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11 号） 

民用建筑项目节能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国家主席令 2008年第 77 号） 

2.《浙江省绿色建筑条例》 

市建委规划

局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三款 

2.《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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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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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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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 

保护审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市水利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登记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报告表）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报告书） 

涉河涉堤建设项目审批（含占用水域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浙江省河道管理条例》 

5.《浙江省建设项目占用水域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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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设置同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 

市环保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4.《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1 号）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中介机构 施工图联合审查 
1.《关于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施工图联合审查的实施意见》（浙

建〔2017〕6 号） 

市人防办 新建防空地下室战时功能和防护等级确定 

1.国务院令第 29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第三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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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项目第 34 项                                 4.《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四条 

施工

许可

阶段 

市消防支队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 

2.《浙江省消防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3.《关于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施工图 联合审查的实施意见》（浙

建〔2017〕6 号） 

4.《关于印发〈落实施工图联合审查实行消防技术审查与行政 审批分离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浙公通字〔2017〕56 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 

2.《浙江省消防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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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贯彻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决策部署全面推进施工图联合审查的实施意见》（浙

建〔2017〕6 号） 

4.《关于印发〈落实施工图联合审查实行消防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分离实施（试行）〉的通

知》（浙公通字〔2017〕56号） 

市人防办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1.国务院令第 29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条例》第三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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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项目第 34 项                               4.《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第十四条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核实 
1.《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2.《浙江省防

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征收 按浙价费[2016]211 号文件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2.《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八条 

3.《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 

市建委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手续办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 
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规范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收费标准的通知》（浙价房[1997]209

号）、《关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有关征收问题的通知》（浙财综[201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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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核发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情况 备案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 

绿地、树木审批 

1．《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 

2．《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06、293、321 号）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 

商品房预售许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45 条； 

2.《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 23、24、25 条； 

3.《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1 号）第 6 条 

4.《浙江省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服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浙建〔2017〕

4 号）第 1 条 

市气象局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1.《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 570 号）第二十三条 

2.《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 号） 

3.《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24 号）第十五条 

4.《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21 号） 

市经信委 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国家主席令 2007 年第 77 号） 

2.《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3.《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发改环资规〔2017〕1975 号） 

市文广部门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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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 工程或者爆破、钻探、

挖掘等作业许可 

市国家 

安全局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 

的建设项目许可 

国务院 2004 年 7 月 1 日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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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条 

市建委规划

局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 《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 

市民政局 地名核准 
1.《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 

竣工

验收

阶段 

市建委规划

局 
竣工测验合一 《嘉兴市建设工程项目“联合测绘”和“测验合一”改革工作实施细则》 

市建委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2.《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8 号、住房城乡

建设部令第 2 号）第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