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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新华区重大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1 重大项目 

政府

投资项目

审核（批） 

 

其他职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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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改

进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制，采用直接投资和

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

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要在

咨询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

等科学论证基础上，严格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

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2.《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豫发〔2017〕7号）第 27条：除国家、省另有

规定外，原则上对政府采取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

入方式投资建设的项目，按照项目隶属关系由同

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对中央和省财政全额

投资的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或委托

市县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容、

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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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新华区重大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2 重大项目 

《政府核

准的投资

项目目录

（ 河 南

省）》确定

的项目审

核（核准）  

行政许可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

〔2004〕20号）第二部分第（一）、（二）：对

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

行审批制。其中，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

目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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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102号）

第二条（五）：按国务院规定权限审批、核准、

审核重大建设项目、重大外资项目、境外资源开

发类重大投资项目和大额用汇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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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

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

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核准机关、

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政

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

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对

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除国务院

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

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容、

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3 

平顶山市新华区重大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3 重大项目 
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  

其他职权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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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

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

利益等项目，实行核准管理。具体项目范围以及

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

录执行。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由国务院投资

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

准后实施，并适时调整。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对前款规定以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

理。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

按照属地原则备案，备案机关及其权限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规定。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1号）第六条：除国务院

另有规定外，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按照属地原则

备案。各省级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项目

备案管理办法，明确备案机关及其权限。 

《河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豫

发〔2017〕7号：3.完善核准备案制度（8）企业

投资建设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外项目，除国

家另有规定外，按照属地原则向县(市、区)投资

主管部门或其他有权备案机关进行网上备案。备

案机关仅从产业政策角度对备案项目进行审查，

提供快捷备案服务，不得设置任何前置条件。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容、

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发改委 
区政府 

门户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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