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新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2 区委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 区委编办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
2014〕4号）

5 区档案局 延期移交档案审批 区档案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13 区新闻出版局 出版物零售业务经营许可 区新闻出版局 《出版管理条例》

29 区新闻出版局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区新闻出版局
《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商务部、文化部令第21号公布，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令第51号修正）《河南省人民政府

45 区交通运输局 占用国防交通控制范围土地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交通法》《国防交通条

例》

49 区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
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区发改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河南省2017年本）的通知》
（豫政办〔2017〕56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

50 区发改委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区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6年第44号)
54 区发改委

新建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的石油天然气管道
防护方案审批

区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55 区发改委 可能影响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的施工作业审批 区发改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58 区教体局
民办、中外合作开办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
育机构筹设审批

区教体局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0〕41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省人民政府第三批取消和下放的行
59 区教体局 中等及以下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区教体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
意见》（国办发〔2018〕80号）《河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人民政府第三批取消和

64 区教体局
从事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自行实
施义务教育审批

区教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67 区教体局 校车使用许可 区教体局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68 区教体局 教师资格认定 区教体局
《教师资格条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
年版）》

69 区教体局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
休学审批

区教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83
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
甘草、麻黄草收购许可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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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整和保留行政审批项目的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90 区民宗委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许可
区民宗委（部分事项初
审后报市民族宗教委、

《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部分行政许可项

目实施办法》（国宗发〔2018〕11号）

91 区民宗委 宗教临时活动地点审批 区民宗委 《宗教事务条例》

101 区公安局 民用枪支及枪支主要零部件、弹药配置许可 区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108 区公安局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许可 区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

109 区公安局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区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条例》

110 区公安局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 区公安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

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法加强事中
111 区公安局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 区公安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公安部关于深化娱乐服务场所
和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法加强事中

114 区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区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115 区公安局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 区公安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公安部办公厅关
于贯彻执行〈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

及管理〉和〈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
116 区公安局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

区公安局（运达地或者
启运地）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关于优化烟花爆

竹道路运输许可审批进一步深化烟花爆竹“放
管服”改革工作的通知》（公治安明发〔2019

117 区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 区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18 区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 区公安局（运达地）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138 区公安局 户口迁移审批 区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150 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
准

区民政局（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151 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及修改
章程核准

区民政局（实行登记管
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153 区民政局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审批 区民政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154 区民政局 殡葬设施建设审批 区民政局 《殡葬管理条例》

155 区民政局 地名命名、更名审批 区民政局 《地名管理条例》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169 区财政局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县级财政部门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令第98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

整省政府部门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豫政〔
205 区生态环境分局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区生态环境分局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发〔2021〕

207 区生态环境分局 排污许可
区生态环境分局（部分
事项受市生态环境局委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中共河南省
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

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试
208 区生态环境分局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 区生态环境分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号）《中
209 区生态环境分局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区生态环境分局

《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法》

210 区生态环境分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区生态环境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234
区房产事务服务

中心
商品房预售许可 区房产事务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59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农村公路建

设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4号）

260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4年
第14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1号修

正）《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
261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区交通运输局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8年第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

263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

264 区交通运输局 涉路施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路政管理规定》（交
通部令2003年第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81号修正）

266 区交通运输局 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路政管理规定》（交
通部令2003年第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6

年第81号修正）
271 区交通运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河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

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99号）
272 区交通运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73 区交通运输局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
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货物
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部令2005年第6

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17号修正）
278 区交通运输局 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岸线使用审
批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令2012年第6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5

279 区交通运输局 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280 区交通运输局 通航建筑物运行方案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通航建筑物运行

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6号）

282 区交通运输局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区交通运输局
《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9年第44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

284 区交通运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
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号）《中共河
285 区交通运输局 新增国内客船、危险品船运力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4年第2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4号

修正）《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
286 区交通运输局 经营国内船舶管理业务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初审）

《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14年第3号）《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县域

287 区交通运输局 港口经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288 区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区交通运输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港口危险货物
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号
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修正）

289 区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港口危险货
物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

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修正）
290 区交通运输局 港口采掘、爆破施工作业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291 区交通运输局 港口内进行危险货物的装卸、过驳作业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危险货物安

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号公
布，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34号修正）

294 区交通运输局
在内河通航水域载运、拖带超重、超长、超高
、超宽、半潜物体或者拖放竹、木等物体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

权责清单制度的通知》（交办海〔2018〕
295 区交通运输局

内河专用航标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其他状
况改变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航道管理条例》

296 区交通运输局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
物过驳作业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交通运
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

单制度的通知》（交办海〔2018〕19号）
297 区交通运输局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或者危险货物进出港
口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交通运
输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

单制度的通知》（交办海〔2018〕19号）
298 区交通运输局 海域或者内河通航水域、岸线施工作业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299 区交通运输局 船舶国籍登记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交通运输
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直属海事系统权责清单

制度的通知》（交办海〔2018〕19号）
300 区交通运输局 设置或者撤销内河渡口审批 区交通运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30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30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取水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费征收管理条例》

31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文条例》

31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312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

意见》（豫政办〔2022〕99号）
31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

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20号）《河南省

31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2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由水利部门承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2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322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利用堤顶、戗台兼做公路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32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坝顶兼做公路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324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326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33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药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农药管理条例》

336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兽药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放权赋能支持洛阳建强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的意见〉的通知》（豫办〔2021

33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部分初审后报省农业
农村厅）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2016年第5号）《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态经济为引领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豫发〔2022

34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部分初审后报省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食用菌菌种管理
办法》（农业部令2006年第62号公布，农业部

令2015年第1号修正）
34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的农作物
种子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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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部分初审后报市农业

《养蜂管理办法（试行）》（农业部公告第
1692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

南省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审核发放办法的通
34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蚕种生产经营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蚕种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2006年第68号）

35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植物检疫条例》

35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签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植物检疫条例》

35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业野生植物采集、出售、收购、野外考察审
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357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
理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6号公布，农业

农村部令2019年第2号修正）
35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35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动物诊疗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动物诊疗机
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8年第19号公布，

农业部令2017年8号修正）
362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生鲜乳收购站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36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364 区农业机械中心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 区农业机械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农业机

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365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农业机
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367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
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1

年第1号）
36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6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猎捕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初审部分事项后报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37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初审部分事项后报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国家林业局受理10种（类）陆生野生动物

相关行政许可事项》（国家林业局公告2017年
37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初审部分事项后报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利用特许办法
》（农业部令1999年第15号公布，农业部令
2017年第8号修正）《国家林业局受理10种

37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业船舶船员证书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2014年第4号公布，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

修正）《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375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水产苗种生产经营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共河南
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南阳以高效生

态经济为引领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
376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377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业船网工具指标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业捕捞许可管

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1号）

37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业捕捞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渔业捕
捞许可管理规定》（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1

号）
37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设施或者其他水上、
水下施工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38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港内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装卸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

38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农
业部令2012年第8号公布，农业部令2013年第5

389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392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营业性演出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文化部令第47号公布，文化部

令第57号修正）
393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394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395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407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408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413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
告审核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公布，国家卫生
计生委令第8号修正）

414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医疗机构建设项目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
验收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公布，国家卫生

计生委令第8号修正）
415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416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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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母
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卫妇发〔1995〕7号公布，国家卫生健康
420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公
布，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8号修正）

428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医师执业注册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

理办法》（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3号）

429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432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

办法》（卫妇发〔1995〕7号公布，国家卫生
健康委令第7号修正）《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434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护士执业注册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护士条例》《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

版）》

437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确有专长的中医医师执业注册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医医术确有
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15号）

439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

440
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中医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

448 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5号
公布，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462 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经营许可 区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478 区市场监管局 企业登记注册 区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479 区市场监管局 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 区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480 区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 区市场监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500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设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初审）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
则》（1994年2月3日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1号

503 区教体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区教体局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体育总局令2006年第
9号）《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

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
505 区教体局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 区教体局

《全民健身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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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 区教体局 临时占用公共体育设施审批 区教体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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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

见》（豫政办〔2022〕99号）
517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植物检疫条例》《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深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
政办〔2022〕99号）

518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及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和

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519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建设项目使用草原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

52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共河

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新发
展格局下河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52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许可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525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530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用火
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

531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在森林草原防火区爆破、勘
察和施工等活动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

532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进入森林高火险区、草原防火管制区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

533
区农业农村和水

利局
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林地经营权
审批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534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放权赋能支持郑州加快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豫办〔2021〕23

535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放权赋能支持洛阳建强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的意见〉的通知》（豫办〔2021
538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544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借用国有馆藏
文物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和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的通知》（豫政〔2021〕9号）《中

589 区消防救援支队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区消防救援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621 区税务局 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区税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677 区民宗委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区民宗委
《河南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河南省清

真食品管理办法》



原序
号

区级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区级实施机关 设定和实施依据

682 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小作坊店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

条例》

683 区市场监管局 食品小经营店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河南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管理
条例》

688
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
利用文物保护单位拍摄或举办大型活动的审批 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

化县域放权赋能改革的意见》（豫政办〔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