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徐政发〔2020〕 41号

市政府关于公布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

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民政府,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 (公司),市

各直属单位 :

为贯彻落实 《省政府关于推进全省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实施意见》(苏政发 〔2020〕 79号 )和 《市委市

政府关于印发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组建方案的通知》(徐委发 (2020〕

35号 )精神,加快构建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 (以 下简称港务区)

集中高效审批模式,着力打造港务区优质营商环境,助推港务区

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决定公布港务区行政审批等事项清单 (见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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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照法定程序港务区承担41项县 (区 )级经济管理权限,其

中行政许可34项 ,行政确认 1项 ,行政其他6项。市有关部门派驻

机构行使职权暂定20项 ,根据港务区发展需要适时予以调整。现

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 依法精准赋权。市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港务区行政

审批赋权清单,按照
“
权责一致、职能匹配、能放尽放、精准赋

权
”
原则,认真做好相关权力事项的下放工作,确保相关权力事

项受理、审查、发证等所有审批环节依法下放到位。各赋权部门、

单位要加强业务培训和跟踪指导,确保赋权工作顺利开展。

二、做好赋权承接。港务区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主动对

接赋权部门、单位,依法承担承接事项的审批责任和管理职责 ,

接受指导监督,规范审批程序,切实提高承接能力和审批效率 ,

确保权力运行顺畅高效。要坚持
“
谁审批、谁负责

”“
谁主管、谁

监管
”“

谁行权、谁担责
”

的原则,严格落实监管责任,明确监管

措施,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要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

批时间,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

三、明确职责范围。赋权港务区直接审批事项和港务区派驻

分支机构行政审批事项均为县 (区 )级权限,由 市级主管部门分

别赋权至港务区和驻港务区分支机构行使。赋权可由港务区直报

的事项,由港务区审核后直接向省级部门报送,同 时报市级部门

备案;也可由港务区向市级部门报送,由市级部门转报。

四、落实保障措施。市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对下放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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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服务,通过增设窗田、设立分中心、建立业务系统、强化

指导培训等措施,帮助港务区做好下放权力的承接、运行,实现

集中高效审批。

五、加强动态监管。市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行政权力标

准化清单管理要求,加强对赋权清单的动态监管。根据法律、法

规、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部 门职能的变化及国务院、省政

府相关要求,结合实际及时提出调整建议,经市委编办、市司法

局、市政务办 (审批局)审核后按有关程序履行调整手续。

附件: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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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直接审批事项清单

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基本编码
权力名称

涉及部门 权力类型
事项名称 (主项 ) 子项名称 (子项 )

1 (省级未赋码 )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市审批局 行政其他

2 0100159002 应招标工程不招标的审批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3 o100159001 不宜公开招标项目的批准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4 0100003000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0100001000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
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6 0100395000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7 1000001000
企业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
案 市审批局 行政其他

8 0100002000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9 0100306001 企业登记 内资企业登记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0 0700187000 股权出质登记 市审批局 行政确认

11 0100323000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2 0100328000 药品经营许可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3 0100349000 食品小作坊登记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4 0100336002 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 (餐

饮服务类 )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5 0100310000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6 0100322000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7 1000406000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市审批局 行政其他

18 0100297002
公共场所 (不合公园、体育场馆、
公共交通工具 )卫 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19 0100298001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饮用水供水单位建
设项目设计卫生审
查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20 0100298002
饮用水供水单位建

设项 目竣工卫生许

可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21 0100298003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
生许可

市审批局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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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本编码
权力名称

涉及部门 权力类型
事项名称 (主项 ) 子项名称 (子项 )

22 olO0434000 市人防办 行政许可

23 o100435000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
确因地质等条件限制不能修建防空
地下室审批

市人防办 行政许可

24 lO00478000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市人防办 行政其他

25 lO00477000
城市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防护
的设计审查

市人防办 行政其他

26 o100436000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 (开发利用 )审
批

市人防办 行政许可

27 0100378000
全民健身设施拆迁或者改变用途批
准

市体育局、审批局 行政许可

28 0100379000 临时占用体育设施批准 市体育局、审批局 行政许可

29 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可

30 lO0020600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的备案
市住建局 行政其他

31 o0011700600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市住建局 行政许可

32 o00117025000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市住建局 行政许可

33 o00117027000 砍伐城市树木审批 市住建局 行政许可

34 o00117028000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市住建局 行政许可

35 0100166001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占用、挖掘城市道
路审批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36 olO0166002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
设备种管线、杆线

等设施审批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37 0100181000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38 0100178000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39 0100176000
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
料,搭建非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的审批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40 olO0175000 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 市城管局 行政许可

41 0100013004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技术改造投资项目招标
的核准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技术改造投资项目
招标核准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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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
建设防空地下室审批

o00120212000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核发

临时占用道路以及其他公共场地摆
摊经营许可

市工信局



(二 )派驻分支机构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基本编码
权力名称

涉及部门 权力类型
事项名称 (主项 ) 子项名称 (字项 )

1 0100046000
我省居民赴港澳定居、赴港澳通行
证件及签注的许可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2 0100060000 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许可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3 0100056000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的
许可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
. 0100055000 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办理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5 0100077000
城市范围内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行
政许可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6 0100058000
影响道路安全的道路挖掘、占用或
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埋设管线设
施许可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7 0100075000
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物品运
输审批

市公安局 行政许可

1000073000 人 口信息查询 市公安局 行政确认

1000069000 公章 (法人印鉴)刻 制备案 市公安局 行政确认

10 010014400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和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文件审批 (不

含入海排污口设置
审批,不含辐射建
设项目)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许可

11 0100512000 排污口审批 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许可

12 0100131001 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
巾 日播贫 踞不r:现灭刂

局
行政许可

13 010015000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

建设工程 (含 临时

建设 )规划许可证

核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4 0100150002

历史文化区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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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5 0100150003
历史建筑实施原址
保护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6 01001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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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7 0100149000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核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8 0100148000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核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19 0100151000 乡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核发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20 010014000o 临时用地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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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

市法院,市检察院,徐州军分区,驻徐各部省属单位。

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2月 30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