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涿州市人民政府

涿政办发〔2017〕27 号

★

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

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

市政府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 号）精神，根据《河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衔接落实国务院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

政许可事项的通知》（冀政办发〔2017〕3 号）要求，经市政府研

究决定，我市对应衔接取消 13 项行政许可事项。为做好衔接，确

保取消事项全部落实到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事项的衔接落实工作，对市政府

决定取消的事项全部予以取消，立即停止实施，不得以任何形式

搞变相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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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项取消后，各部门要认真制定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防

止监管缺位。及时调整本部门的行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并向

社会公布。

三、各单位衔接落实工作要在本通知印发后 15 日内完成。

附件：涿州市衔接落实国务院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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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涿州市衔接落实国务院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审批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普通中小学、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含民

办）章程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 3 月 18日主席令

第45号，2015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七条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 12月 28日主

席令第80号，2013 年 6 月 29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教政法﹝2012﹞第 9

号）第五条。

中小学、幼儿园、

中等职业学校

涿州市教育

局

取消审批后，在学校设立审批过程中严格审核把关。通

过明确章程规范标准、制定范本、加强随机抽查等方式，

对学校章程进行管理。

2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

广告备案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 12月 28

日主席令第 80号，2013年 6月 29日予以修改）第四十

一条

民办学校
涿州市教育

局

取消审批后，实行事后备案管理。按照管理权限，加大

检查力度，将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情况列入民办学

校年检重点检查事项， 同时适时开展专项检查，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招生行为。

3
物业服务企业（二级及

以下）资质认定

《物业管理条例》（2003 年 6月 8日国务院令第 379

号，2007年 8余 2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2004年 3 月 17建设部令

第125号，2015年 5月 4日予以修改）第三条、第四条

企业法人

涿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局

取消审批后，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物业服务标准

规范执行，通过建立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推动行业

自律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4
水利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 1 月 30日国务院

令第279号）第十一条 《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 9 月 25日国务院

令第 293号，2015年 6 月 12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三条

法人、其他组织
涿州市水利

局

取消审批后，主管部门要强化水利工程初步设计审查，

确保设计深度；对工程质量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质量；

强化工程验收，确保工程按照设计规模、内容全部完成。

加强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出现设计质

量问题的，严格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处理结果

计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体系黑名单，同时将处理结

果上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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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堤防上新建建筑物

及设施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 6月 10日

国务院令第 3号，2011年 1月 8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
法人，其他组织

涿州市水利

局

取消审批后，主管部门在参加河道管理范围内建筑物和

设施竣工验收时，对河道和堤防安全严格把关。加强巡

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对出现质量问题的，

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处理结果计入水利建

设市场主体信用体系黑名单。

6
国内农业转基因生物

标识审查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1年 5月 23日

国务院令第 304号，2011年 1月 8日予以修改）第八条、

第二十八条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2002年 1月 5日农

业部令第10号，2004年 7 月 1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

自然人、企业法人、

其他组织

涿州市农业

局

取消审批后，主管部门通过开展随机抽查、设立举报平

台、建立黑名单制度等方式，加强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

识的监督检查，及时公开不按规定标识的企业信息。

7

在海洋部门管理的地

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实

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

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 10月 9

日国务院令第 167号，2011年 1月 1日予以修改）第二

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构

涿州市国土

资源局

取消审批后，在制定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管理制度时

提出具体要求，加大对保护区管理机构执行规划和制度

的监督力度，改进管理方式，畅通举报渠道，开展随机

抽查，加强对在保护区开展相关活动的监督。

8
在古建筑内安装电器

设备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2004年 6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09年

1月 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462项

公民、法人

涿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涿州

市公安局

取消审批后，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的

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整

改风险隐患。督促文物古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和产权人根

据古建筑火灾风险，按照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制

定实施各项防火安全制度，加强消防突发事件预案演

练，真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9
在古建筑内设置生产

用火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2004年 6月 29日国务院令第 412号，2009年

1月 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463项：在古建筑内设置生

产用火审批（实施机关：各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

门、古建筑所在地公安机关）。

公民、法人

涿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

版局、涿州

市公安局

取消审批后，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文物古建筑防火安全的

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定期组织防火安全检查，及时整

改风险隐患。督促文物古建筑管理使用单位和产权人根

据古建筑火灾风险，按照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制

定实施各项防火安全制度，加强消防突发事件预案演

练，真正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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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公章刻制审批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

批准，1951年 8 月 15日公安部发布）第六条第一款

企业、行政机关、

事业单位、其他组

织

涿州市公安

局

取消审批后，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理，继续保留公安机

关对公章刻制企业的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审批。取消公

章刻制审批后，按照省工商局、省公安厅《关于全面推

行公章刻制备案纳入“多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改革的通知》（冀工商[2017]13号）要求，依托公章治

安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公章刻制信息的网上采集、备案，

积极探索公章查询等服务措施。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落实“双随机”检查制度，对存在的各类违法问题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11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保护范围内进

行相关活动方案的审

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 4月 22

日国务院令第 524号）第二十五条
法人、其他组织

涿州市城乡

规划管理局

取消审批后，强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在规划对相

关建设和活动提出保护要求，加大规划执行监督力度，

并采取跟踪检查等方式，加强对保护范围内的相关活动

的监管。

12

在渔港内的航道、港

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

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1989

年 7 月 3日国务院令第38 号，2011年 1月 8日予以修

改）第十条

个人、企业
涿州市农业

局

取消审批后，严格执行“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

和停泊区，严禁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

生产活动”的规定，采用双随机方式加强日常监管工作。

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加强日常巡查检查，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的，严格按照渔业港行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

规规章进行处罚。加强政策宣传教育引导，畅通举报渠

道，禁止在上述区域从事生产活动。

13

在渔业部门管理的自

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

展参观、旅游活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 10月 9

日国务院令第 167号，2011年 1月 8日予以修改）第二

十九条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行政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一）第24项

自然人，企业法人、

事业单位法人、社

会团体法人、基金

会法人，其他组织

涿州市农业

局

取消审批后，在制定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和管理制度时

提出具体要求，优化辖区自然保护区的总体规划布局，

加大对保护区管理机构执行规划和制度的监督力度，同

时完善应急预案，通过畅通举报渠道、开展随机抽查等

方式加强监管。



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