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文件 
 

成武审改办〔2015〕1号             签发人：蒋晓梅 

★ 
 

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关于调整部分部门审批事项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为深化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升行政审批集中度，《武

侯区行政许可和其它行政权力事项划转目录》已经区委编委

2015年第2次会议、区政府第79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为切实落实

好会议精神，现将原保留在部门的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其他行

政权力事项划转到行政审批局办理。 

特此通知 

 



附件：武侯区行政许可和其它行政权力事项划转目录 

 

 

 

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代章） 

                          2015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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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武侯区行政许可和其它行政权力事项划转目录 

行政许可事项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机关 备注一 备注二 

1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 内资有限公司及分公司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 内资企业法人（非公司）及营业单位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 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 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7 户外广告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8 会计从业资格认定（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颁发） 区财政局 行政许可 划转 

9 会计从业资格注册、变更审批 区财政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0 会计从业资格档案调转手续办理 区财政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建、扩建）节能评估和审查（非政府投资） 区发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2 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核发 区环保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3 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设施审批 区环保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4 向大气排放转炉气、电石气、电炉法黄磷尾气、有机烃类尾气审批 区环保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5 宗教活动场所改建或新建建筑物审批 区民宗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6 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 区教育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7 餐饮服务许可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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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食品流通许可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19 毒性药品购用审批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0 药品经营许可（零售）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1 取水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2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3 工程建设占用水利工程及其附属设施、有效灌面、工程水源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4 利用水利工程开展经营活动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5 种子生产许可（农业）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6 种子经营许可审批（农业）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7 核发植物检疫证（农业）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8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证核发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29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0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牌照核发、变更异动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1 新建或迁建 100 千瓦以下农村机电提灌站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2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3 水域滩涂养殖使用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4 内陆水域捕捞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5 天然水域鱼类资源的人工增殖放流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6 畜禽人工授精员从业资格认定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7 生鲜乳收购许可及准运证明核发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8 植物检疫证书核发（林业）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39 林木采伐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0 木材运输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1 木竹材经营加工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2 占用征收征用林地审核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3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4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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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6 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审批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7 
售、收购、利用、加工、转让国家和省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

生动物的许可 
区统筹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8 医师执业注册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49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0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1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2 母婴保健专业技术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3 医疗广告审批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4 护士执业登记注册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5 麻醉药品及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6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认定 区卫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7 在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审核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8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以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修缮审批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59 拍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审批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0 馆藏文物的借用审批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1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2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区文体旅游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3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5 计量检定员资格认可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66 个体工商户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行政许可 划转 

 

其它行政权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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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实施机关 备注一 备注二 

1 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 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 合伙企业备案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4 个人独资企业备案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5 农民专业合作社备案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6 内资有限公司及分公司营业执照补办、换发、增加副本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7 内资企业法人(非公司)及营业单位营业执照补办、换发、增加副本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8 合伙企业及分支机构营业执照补领、更换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9 个人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营业执照补领、更换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0 动产抵押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1 公司股权出质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2 拍卖备案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3 格式条款监管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4 房屋装修结构安全批准 区房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5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区房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6 设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审批 区卫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7 核（换）发职责范围内的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 区教育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8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备案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19 非政府投资或补助建设初步设计方案的备案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0 农村能源产品及工程报废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1 农村能源建设的设计、施工、监理资质的审批备案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2 注销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1 年以上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3 
注销种子生产、经营者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的许可条件，经限期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种子

生产、经营许可证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4 按规定注销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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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按规定注销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6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逾期一年未申请续展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7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8 乡村兽医登记 区统筹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29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备案 区卫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0 乙类公共场所备案 区卫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1 文化类社会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审查 区文体旅游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2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前审查 区文体旅游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3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用途备案 区文体旅游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4 企业或者其他经营单位增设美术品经营业务以及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区文体旅游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5 组织机构代码登记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6 组织机构代码变更、换证、遗失毁损补证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7 组织机构代码注销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38 组织机构代码年度信息确认 区市场监管局 其它行政权力 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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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2015年 12月 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