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文 〔2016〕20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规范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行为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最大限度地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市政府组织对市级各部门实施的

行政审批事项中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经研究,

市政府决定保留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41项,取消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32项,调整管理方式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9项,

现通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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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按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实施中介服务

保留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要细化服务项目,优化服务

流程,缩减服务办理时限,并对外公布,严格依法实施。取消和

调整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委托

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服务,不得将应由行政审批部门委托中介服务

机构开展的服务转嫁给申请人承担。

二、动态调整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相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国务院、省政府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改革的变化情况,及时提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

单调整意见,经市政务服务办、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对设定依

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进行核实,并报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领

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对清单进行调整并向社会公布。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清单动态调整的时限、程序、结果运用等,参照 《郑

州市 “五单一网”运行清单动态调整暂行办法》执行。

三、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为

纳入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审批部门应提供至少3家符合资

质要求的中介服务机构供当事人自行选择,不得以任何形式指定

中介服务机构。对具备相应资质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服

务,只要取得的资质无从业区域限制,审批部门应当同等对待,

并将省外、市外符合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一并列出供申请人选

择。对申请人已委托中介服务机构开展的中介服务事项,不得要

求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再次委托中介机构。依照规定应由审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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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相关机构为其审批提供的技术服务,纳入行政审批程序,一

律由审批部门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委托开展,相关费用列入部门预

算,不得增加或变相增加申请人的义务和费用支出。对因专业性

强,需要我市相关基础数据信息的中介服务,相关部门应当在收

到查询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供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的按有关规定办理)。所有由行政审批部门委托开展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中介服务机构应当自接受委托之日起20日内办结出

具相应结论或报告。

四、加强协同监管

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黑名单制度,促进中介服务机构诚信

经营、优质服务。各有关部门在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领导小组统

一领导下,各负其责,协调联动,形成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监管

合力。行政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在日常监管过

程中发现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及其执业人员有违规收费、出具

虚假证明或报告、谋取不正当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

为的,应当将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名单、查处结果报送市

政务服务办,市政务服务办将其相关行为列入黑名单予以公布,

并抄告社会信用体系主管部门记入其诚信档案。对列入黑名单的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限制其在我市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并不得作为政府投资项目中介服务的预选机构,使守信者处处收

益、失信者处处受限,为中介服务的公平竞争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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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责任追究

市级行政审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审批过程中,应

当严格落实此次清理结果,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机构,不得与其发生利益关联。自本通知印发之日

起,市级行政审批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取消和调整管理方式的中

介服务事项,仍然强制申请人提供中介服务结果,以明示、暗示

方式推荐或指定中介服务机构,与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利益链条

的,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列入其年度绩效考核。

附件:1.市政府决定保留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

录 (共计41项);

2.市政府决定取消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

录 (共计32项);

3.市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方式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目录 (共计39项)。

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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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政务服务办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二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2月15日印发



附件 1 

市政府决定保留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计 41 项）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编码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提供主体 

服务办理 

时限 

收费依据 

和标准 
备注 

1 市教育局 0106010101 
民办学校财务清算

报告 

民办学校的设立、变更与终

止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三条、第

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 市公安局 0110010101 

爆破作业项目设

计、施工方案安全

评估报告 

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

工程设施附近爆破作业许可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66 号）

第三十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3 

市公安局

（消防支

队） 

0110010201 
消防设施检测合格

证明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和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四条；〘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106 号、119 号）第

二十一条 

具有一级或二级消防设计维护

保养检测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4 市民政局 0111010101 
社会组织成立验资

报告 

社会组织登记（成立、变更、

注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666

号）第十条第一款；〘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九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5 市人社局 0114010101 

资产来源、资金数

额（验资（审计）

报告）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第十

四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6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101 评估报告 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复 

〘河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管理规定〙

第七条 

具有相应土地评估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7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201 

采矿权价值评估报

告 

采矿权新设、延续、变更、

注销登记和转让审批（子项：

新设和转让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第十条 

具有矿业权评估资质的市场主

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http://baike.so.com/doc/3994334.html


8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202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 

采矿权新设、延续、变更、

注销登记和转让审批（子项：

新设和转让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第五条   
具有环评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9 市安监局 0116010101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77 号)第七条、第十条、第

十二条第一款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0 市安监局 0116010102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评价报告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77 号)第七条、第八条、 第

十二条第一款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1 市安监局 0116010201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 

权限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2 市安监局 0116010301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评价报告 

权限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第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3 市安监局 0116010401 

带有存储设施经营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79 号）第九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4 市安监局 0116010501 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

审核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第六

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41 号、79 号)第二十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5 市安监局 0116010601 安全评价报告 
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

证核发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5 号）第

十七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6 市安监局 0116010701 安全评价报告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44 号）

第三十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17 市城建委 0117010101 
建筑工程施工图审

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第

十一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

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第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大

大型房屋建

筑工程、市

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5

日，中型及

以下房屋建

筑工程、市

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0

日。 

市

市场调节价 
 

18 
市发展 

改革委 
0105010101 

市重点建设项目施

工图审查 

市重点建设项目开工报告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第十一条；〘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

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第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大

大型房屋建

筑工程、市

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5

日，中型及

以下房屋建

筑工程、市

政基础设施

工程为 10

日。 

市

市场调节价 
 

19 市规划局 0119010101 现状地形图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0 市规划局 0119010201 现状地形图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含县（市）、上街区范围内

由郑州市政府批准的建设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六条；〘郑州

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程，需市规划局负责的选址

意见书核发） 

21 市规划局 0119010301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2 市规划局 0119010302 修建性详细规划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3 市规划局 0119010303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4 市规划局 0119010304 
市政管网承载能力

评价报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5 市规划局 0119010305 日照指标报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16 年版，GB50180—93）

5.0.2.1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6 市交通委 0120010101 

设计施工方案和保

障公路、公路附属

设施质量和安全的

技术评价报告 

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五条；〘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7 市交通委 0120010201 

设计施工方案和保

障公路、公路附属

设施质量和安全的

技术评价报告 

在公路用地内设置公路标志

以外的其它标志审批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

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8 市交通委 0120010301 

设计、施工方案和

保障公路、公路附

属设施质量和安全

的技术评价报告 

在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埋

设管（杆）线、电缆等设施

审批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

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29 市交通委 0120010401 通航安全评估报告 

影响通航作业审批（子项：

对航道安全和防污染有重大

影响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55 号、588 号）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 7 号）

第六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30 市交通委 0120010402 
环境影响技术评估

报告 

影响通航作业审批（子项：

对航道安全和防污染有重大

影响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

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355 号、588 号）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 7 号）

第六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31 市交通委 0120010501 
营运车辆等级评定

检测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 406

号、628 号、666 号）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二十四

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第 10 号）第十四条、第十五条；〘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 9 号）第十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及时办结 市场调节价  

32 市城管局 0121010101 
水质、水量检测报

告 
城市排水许可证核发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

第二十二条；〘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21 号)第七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33 市环保局 0122010101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条、第二

十二条 

具有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

合同约定 

市

市场调节价 
 



34 市环保局 0122010201 
污染物排放监测报

告 

排污许可证（大气、水）核

发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第十三条 具有环境监测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

合同约定 

市

市场调节价 
 

35 市卫计委 0126010101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

和辐射工作场所检

测报告 

医疗机构许可（子项：放射

诊疗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449 号）第七条；〘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

令第 46 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8 号）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 

1.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事业单位） 

2.市职业病防治所（事业单位） 

3.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不超过 20日 市场调节价  

36 市卫计委 012601010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

健康检查报告 

医疗机构许可（子项：放射

诊疗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449 号）第七条；〘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

令第 46 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8 号）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 

1.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事业单位） 

2.市职业病防治所（事业单位） 

3.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不超过 20日 市场调节价  

37 市卫计委 0126010103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

剂量检测报告 

医疗机构许可（子项：放射

诊疗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八十七条；〘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

第 449 号）第七条；〘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

令第 46 号、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8 号）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 

1.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事业单位） 

2.市职业病防治所（事业单位） 

3.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不超过 20日 市场调节价  

38 市卫计委 0126010201 
申请人 6 个月内的

身体健康证明 
医师执业注册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三条；〘医师执

业注册暂行办法〙（卫生部令第 5 号）第七条 

具有二级资质以上的医院（事

业单位） 
不超过 20日 市场调节价  



39 市人防办 0139010101 
人防工程施工图审

查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三条；〘河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条、

第十三条；〘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

办法〙（国人防〔2009〕282 号）第四条 

1.全国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审

查及技术咨询中心（部队） 

2.总参工程兵国防人防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中心（部队） 

3.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40 市文物局 0140010101 工程设计方案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

设控制地带建设项目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八条；〘郑州市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具备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或

城乡规划设计资质的企事业单

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41 市畜牧局 0142010101 
输出乳用种用动物

的疫病检测报告 

跨省引进乳用种用动物检疫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六条；〘动物

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14 号）第三十六条 

输出地有资质的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事业单位） 
10 日内 不收费  

http://baike.so.com/doc/6704269-6918236.html


附件 2 

市政府决定取消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计 32 项） 

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编码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提供主体 

服务办理 

时限 
备注 

1 市民政局 0111010201 

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验资证明和资产评

估报告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

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

能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利用已有房屋改扩建

设立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 48 号）第

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5 年 5 月，〘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修改

后删除了“资金来源证明文

件、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

告”的规定。 

2 市民政局 0111010202 
房屋安全质量检测

报告书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

兴办的发挥实训、示范功

能的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河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管理办法〙（豫民〔2013〕

7 号）第十二条第一款 

具有房屋安全质量检

测资质的企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3 市民政局 0111010301 

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验资证明和资产评

估报告 

外国的组织、个人独资或

者合资，涉港澳台投资的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民政部令第 48 号）第

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5 年 5 月，〘养

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修改

后删除了“资金来源证明文

件、验资证明和资产评估报

告” 的规定。 



4 市民政局 0111010302 
房屋安全质量检测

报告书 

外国的组织、个人独资或

者合资，涉港澳台投资的

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河南省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管理办法〙（豫民〔2013〕

7 号）第十二条第一款 

具有房屋安全质量检

测资质的企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5 市人社局 0114010201 验资报告 
设立职业中介服务机构

及其业务范围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就业服

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保障部令第 28 号）第四

十九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删除了验资报告。 

6 市人社局 0114010301 验资报告 设立劳务派遣机构审批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 19 号）第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删除了验资报告。 

7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203 矿山安全预评价 

采矿权新设、延续、变更、

注销登记和转让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五条 

具有安全评价资质的

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8 市安监局 011601080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审核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1.河南省职业病防治

院（事业） 

2.郑州市职业病防治

院（事业） 

3.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

场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6 年 7 月 2 日〘职

业病防治法〙修改后，取消

了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审核。 



9 市安监局 0116010901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设计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二款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6 年 7 月 2 日〘职

业病防治法〙修改后，取消

了安监部门的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和

竣工验收。 

10 市安监局 0116010902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三款 

1.河南省职业病防治

院（事业单位） 

2.郑州市职业病防治

院（事业单位） 

3.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

场主体 

不超过 20 日 

理由：2016 年 7 月 2 日〘职

业病防治法〙修改后，取消

了安监部门的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和

竣工验收。 

11 
市住房 

保障局 
0118010101 验资报告 

三级以下（含三级、四级

和暂定）房地产开发企业

资质核准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的决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24 号)一、删除〘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 77 号）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1．注

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删除第二项中的“1．注册

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删除第三项中的“1．注册资

本不低于 800 万元”。删除第四项中的“1．注册资本

不低于 100 万元”。 

删除第六条第三项。 

删除第十条第三项中的“和验资报告”。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删除了验资报告。 

12 市城管局 0121010201 技术安全意见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

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

或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

后三年内的掘动批准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8 号）第十七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13 市水务局 0124010101 

工程施工图册、施工

组织设计、汛期施工

的度汛方案 

围垦河道批准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14 市商务局 0127010101 验资报告 

总投资在市权限内的允

许类和鼓励类外商投资

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

审批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20 号)第

六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修改删除了验资报

告。 

15 市商务局 0127010201 
ISO9000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核准 

〘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暂行）〙

(豫商外经〔2013〕71 号)第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16 市商务局 0127010202 验资报告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核准 

〘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暂行）〙

(豫商外经〔2013〕71 号)第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修改删除了验资报

告。 

17 市商务局 0127010301 
ISO9000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境外就业职业介绍机构

资格认定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http://baike.so.com/doc/1930482-2042373.html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18 市卫计委 0126010104 室间质评 医疗机构许可 
〘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医发〔2006〕

73 号） 

省、市临床检验中心 

（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19 市卫计委 0126010105 验资报告 医疗机构许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35 号）

第二十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2014 年 3 月 1 日，

公司法修改删除了验资报

告。 

20 市园林局 0143010101 
建设工程项目绿地

面积测算报告 

建设工程项目绿化设计

方案审验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 100 号)第十一条、第

十六条 

具有园林规划设计或

测量等相关资质的市

场主体 

合同约定 

理由：依据不充分。按照〘国

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6〕48 号）

“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批前

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律、

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的要

求，予以取消。 

21 市规划局 0119010102 批前公示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市规划局履行公示

职责。 

22 市规划局 0119010103 变更批后公告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 

〘河南省建设厅关于在全省实行城市规划公示制度

的通知〙（豫建规园〔2007〕29 号）、〘郑州市城乡规

划局关于实施<郑州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办法>的通

知〙（郑城规勘〔2015〕6 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市规划局履行公示

职责。 

23 市规划局 0119010104 

编制城中村改造方

案及重要建设项目

经济效益分析测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

办法的通知〙第二十条、第三十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不超过 20 日 理由：不属于市级权限。 



24 市规划局 0119010105 
控制性详细规划组

织编制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七

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不超过 20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市规划局履行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职责。 

25 市规划局 0119010106 
控制性详细规划批

前公示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

条；〘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实施<郑州市城乡规划

公开公示办法>的通知〙（郑城规勘〔2015〕6 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市规划局履行控制

性详细规划的批前公示职

责。 

26 市规划局 0119010202 
重要建设工程选址

论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

发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河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十一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不超过 20 日 

理由：属于市规划局依法应

当履行的职责，且“五单一

网”制度改革时该项并未作

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 

27 市规划局 0119010306 批前公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市规划局履行公示

职责。 

28 市规划局 0119010307 批后公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由规划局履行公告职

责。 

29 市规划局 0119010308 
修建性详细规划征

求意见公告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郑州

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实施<郑州市城乡规划公开公示

办法>的通知〙（郑城规勘〔2015〕6 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2 日 

理由：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修建性详细规划审定中，征

求意见公告应当由城乡规

划管理部门委托有关机构

进行。 

30 市规划局 0119010309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专家评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十一条；〘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 
市定专家库人员 不超过 20 日 

理由：无法律法规依据。按

照〘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发〔2016〕48

号）“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

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的要求，予以取消。 

31 市规划局 0119010310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专家评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十一条；〘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 
市定专家库人员 不超过 20 日 

理由：无法律法规依据。按

照〘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发〔2016〕48

号）“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

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的要求，予以取消。 

32 市规划局 0119010311 
市政管网承载能力

评价报告专家评审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

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第十一条；〘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八十六条 
市定专家库人员 不超过 20 日 

理由：无法律法规依据。按

照〘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

的通知〙（国发〔2016〕48

号）“大幅压减各类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无法

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

的要求，予以取消。 



附件 3 

市政府决定调整管理方式的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共计 39 项） 

序号 
审批 

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编码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 

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项目设置依据 中介服务提供主体 

服务办理 

时限 

收费依据 

和标准 
调整意见 

1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301 

采矿权申请范

围核查 
划定矿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五条；〘国

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资料有关

问题的公告〙（国土资源部〔2009〕第 17 号）；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探矿权采矿权登记

与矿业权实地核查工作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土资厅发〔2009〕54 号） 

具有测绘测量资质的

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具有资质的

测量单位出具采矿权申请范围核

查意见，改由国土资源部门委托有

关机构进行核查。 

2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204 

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编制 

采矿权新设、延

续、变更、注销登

记和转让审批（子

项：采矿权新设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十五条；〘矿

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 号）

第五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

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以

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

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务

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

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对方案的评估评

审。 



3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205 

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

复方案编制 

采矿权新设、延

续、变更、注销登

记和转让审批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第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

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

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

案评估评审。 

4 
市国土 

资源局 
0115010102 审计报告 

出让土地使用权

转让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

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提供相应施工进

度说明，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

计报告。委托编制的，审批部门必

须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

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

三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

机构提供服务，增强审批部门审查

责任。 

5 市民政局 0111010102 

社会组织法定

代表人离任审

计 

社会组织登记（成

立、变更、注销） 

〘河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62 号）第十四条；〘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第二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

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

有关机构开展社会组织法定代表

人离任审计。 



6 市环保局 0122010301 

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报告（表）

或 调 查 报 告

（表） 

建设项目环保设

施验收核准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令第 13 号）第十一条 

1.郑州市环境监测站

（事业单位） 

2.各县、区环境监测站

（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或

调查报告（表），改由审批部门委

托有关机构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或调查。 

7 市水务局 0124010201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技术评估

报告 

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

和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子项：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管理办法〙（水

利部令第 16 号）第八条   

具有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

评估工作相应能力和

水平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技术评估报告，改由审批部

门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技术评估。 

8 市水务局 0124010202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方案 

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

和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子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具有从事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工作相应能力的企事

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估评审。 

9 市水务局 0124010203 
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监测 

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审批

和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子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一条 

具有从事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相应能力的企事业单

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审批部门完善标准，

按要求开展现场核查。 

http://www.waizi.org.cn/law/5232.html
http://www.waizi.org.cn/law/5232.html
http://www.waizi.org.cn/law/5232.html


10 市水务局 0124010301 
建设项目水资

源论证报告书 
取水许可证核发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460 号）第十一条 

具有编制建设项目水

资源论证报告书能力

的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也可委托有

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

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

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保留审批部门对报告书的评

估评审。 

11 市水务局 0124010401 
建设项目防洪

评价报告 

市管河道管理范

围内工程建设方

案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河道

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利部、

国家计委发布水政〔1992〕7 号）第五条、第六

条 

具有编制河道范围内

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

告能力的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防洪评

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以上具有

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供申请

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少

于三家（不含三家）的，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

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

审批部门现有的防洪评价报告技

术评估评审。 

12 市水务局 0124010501 
入河排污口设

置论证报告 

新建、改建或扩大

入河排污口审核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22

号）第七条 

具有编制入河排污口

设置论证报告能力的

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入河排

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

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

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

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

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

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

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服务，保留审批部门对入河排污口



设置论证报告的评估评审。 

13 

市政府 

（市水务

局承办） 

0124010102 防洪评价报告 围垦河道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三条；〘河道

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利部、

国家计委发布水政〔1992〕7 号）第五条 

具有编制河道管理范

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

价报告能力的企事业

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防洪评

价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

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以上具有

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供申请

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少

于三家（不含三家）的，审批部门

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

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

审批部门现有的防洪评价报告的

技术评估评审。 

14 市林业局 0125010101 

建设项目使用

林地可行性报

告编制 

占用林地审批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

业局令第 35 号）第七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建设项

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也可委托

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

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

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家）

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建设

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技术评

估评审。 

http://law.lawtime.cn/lifadongtai/21741.html


15 市林业局 0125010201 
防沙治沙规划

设计治理方案 

使用已经沙化的

国有土地从事治

沙活动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

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

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

务机构服务，保留审批部门对方案

的评估评审。 

16 市交通委 0120010601 
招标文件和评

标报告 

公路建设项目施

工审批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第 11

号)第二十六条 

具备招标代理资质的

市场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招标人自行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

标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

标能力的，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

宜，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

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

供服务。 

17 市交通委 0120010701 

道路运输法规、

机动车维修和

旅客急救基本

知识培训 

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资格证核发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交通部令第 52

号)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道路运输从业

人员培训机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参加特定

中介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 

18 市交通委 0120010801 

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培

训 

出租汽车经营资

格证、车辆运营证

和驾驶员客运资

格证审批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依法成立的培训机构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培训机构，审批部门不

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参

加特定中介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 



19 市交通委 0120010901 
内河船员基本

安全培训 

船舶国籍登记与

船员资格证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55 号）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条例〙（国务院令第 494 号）第五条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事业单位） 
3 日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内河船员基本

安全培训机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

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参加特定

中介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 

20 市交通委 0120010902 
内河船员适任

培训 

船舶国籍登记与

船员资格证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55 号）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

员条例〙（国务院令第 494 号）第五条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事业单位） 
19 日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内河船员适任

培训机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

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参加特定中介

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 

21 市文物局 0140010201 
文物保护单位

修缮方案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修缮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377 号、666 号）第十八条 

具备文物保护勘察设

计资质的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文物保

护单位修缮方案，也可委托有关机

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以

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

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务

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审

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

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

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勘察设计

方案技术评审评估。 

22 市文物局 0140010301 

文物保护单位

原址保护措施

方案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原址保护措施

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 

具备考古发掘资质或

文物保护勘察设计资

质的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文物保

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方案，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勘察设计方案技术评审评估。 

23 市文物局 0140010102 
文物影响评估

报告 

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范围、建设控制

地带建设项目审

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 

具备考古发掘资质或

文物保护勘察设计资

质的企事业单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评估报告技术评审评估。 

24 市文物局 0140010103 文物勘探报告 

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范围、建设控制

地带建设项目审

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

二十七条 

郑州市文物勘探管理

办公室（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不收费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开

展文物勘探，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

关机构开展文物勘探。 

25 市文物局 0140010104 考古发掘报告 

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范围、建设控制

地带建设项目审

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事业单位） 

一般不超过 20

日，例外情况

另行规定时间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委托有关机构开

展考古发掘，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

关机构开展考古发掘。 

26 市气象局 0161010101 
建设项目雷电

灾害风险评估 

防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

象局令第 21 号）第八条 

郑州市气象局（事业

单位） 
不超过 20 日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完善标

准，组织开展区域性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 

27 市气象局 0161010102 
防雷装置设计

技术评价 

防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

象局令第 21 号）第九条 

郑州市气象局（事业

单位） 
不超过 20 日 

政府定价 

一、收费依据： 

〘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重新核定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防雷装置设

计技术评价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

托有关机构开展防雷装置设计技

术评价。 



全省气象专业

服务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豫发改

收费〔2013〕557

号）。 

二、收费标准： 

6 层以下（含 6

层）每栋楼 400

元。6 层以上每

层加 30 元。 

28 市气象局 0161010103 

新建、改建、扩

建建（构）筑物

防雷装置检测 

防雷装置设计审

核和竣工验收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24 号）

第十七条；〘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气象局令第 21 号）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郑州市气象局（事业

单位） 
不超过 20 日 

政府定价 

一、收费依据： 

〘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重新核定

全省气象专业

服务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

通知〙（豫发改

收费〔2013〕557

号）。 

二、收费标准： 

每个监测点 40

元。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新建、改建、

扩建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报

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

展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

防雷装置检测。 



29 市地震局 0149010101 
建设工程地震

安全性评价 

权限内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要求确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河

南省防震减灾条例〙第二十六条 

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勘探中心（事业单

位） 

2.河南省地震局地震

工程勘察研究院（事

业单位） 

3.具有相应资质的市

场主体 

15 日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地震安全性

评价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

机构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30 市质监局 0147010101 鉴定评审 

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充装单位（车

用气瓶充装单位

除外）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条；〘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和

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豫政〔2014〕

96 号）附件 1 第 12 项；〘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实

施办法(试行)〙（国质检锅〔2003〕172 号）；〘特

种设备行政许可鉴定评审管理与监督规则〙（国

质检特〔2005〕220 号）。 

 

1.河南省锅炉压力容

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事业单位） 

2.河南省特种设备协

会（社会组织） 

3.郑州市特种设备安

全协会（社会组织）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鉴定评审评估。 

 

31 市质监局 0147010201  

鉴定评审（大型

游乐设施的安

装改造维修） 

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的改造维

修许可和大型游

乐设施的安装改

造维修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

行）〙（国质检锅〔2003〕251 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

检测研究院（事业单

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鉴定评审评估。 

 



32 市质监局 0147010202 

鉴定评审（场

（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的改造

维修） 

场（厂）内专用机

动车辆的改造维

修许可和大型游

乐设施的安装改

造维修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

〘机电类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规则（试

行）〙（国质检锅〔2003〕251 号） 

河南省特种设备安全

检测研究院（事业单

位）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

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提

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

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的

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

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鉴定评审评估。 

 

33 市人防办 0139010102 

人防工程技术

指标核算（复

核）报告 

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审批（子项：防

空地下室建设规

模、防护等级、战

时功能等审核意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三条；〘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第十条、第十三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人防工

程技术指标，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

制，审批部门必须提供三家以上具

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供申

请人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

少于三家（不含三家）的，审批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

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

留审批部门对报告的评估评审，增

强审批部门审查责任。 

34 市城管局 0121010301 

城镇燃气经营

企业燃气质量

检测报告 

城镇燃气经营许

可和燃气设施改

动审批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83 号、666

号）第十五条；〘河南省城镇燃气管理办法〙（河

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8 号）第十三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

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

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

务机构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

燃气质量检测报告技术评审评估。 

http://baike.so.com/doc/6704269-6918236.html


35 市规划局 0119010108 
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附图 

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5 个工作日 市场调节价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附图，改由审批部门委托

有关机构出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附图。 

36 市规划局 0119010313 
违法建设补证

实地测量成果 

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核发 
〘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10 日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

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

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

务机构服务，增强审批部门审查责

任。 

37 市人社局 0114010302 财务审计报告 
设立劳务派遣机

构审批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劳务派遣行政许

可实施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9

号）第八条 

具有相应资质的市场

主体 
合同约定 市场调节价 

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

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必须

提供三家以上具有编制资质的中

介服务机构供申请人选择，有资质

的中介服务机构少于三家（不含三

家）的，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

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

务机构服务。 

38 市卫计委 0126010301 水质监测报告 
饮用水供水单位

卫生许可 

〘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生

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

第 31 号)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省、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事业单位） 
不超过 20 日 

政府定价 

一、收费依据：

1 河南省物价局

河南省卫生厅

文件〘关于调整

我省部分医疗

收费和制定卫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水质监测报

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

展相关监测工作。 



生防疫收费标

准的通知〙（豫

价市字〔89〕第

110 号） 

2 河南省发改

委、河南省财政

厅〘关于核定部

分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检测检

验项目收费标

准的通知〙（豫

发改收费

〔2009〕115 号） 

二、收费标准： 

根据不同项目 

39 
市住房 

保障局 
0118010201 房屋面积测绘 商品房预售许可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40

号）第七条 
郑房测绘队 19 个工作日 市场调节价 

逐步放开房屋面积测绘市场。自

2017年 1月 1日起实行房屋预测绘

与实测绘流程合并，房屋销售前对

房屋面积进行测绘，房屋竣工后对

房屋面积测绘成果进行现场核实。

2017 年 12 月底前由房管部门研究

制定房屋测绘市场有序放开的监

管制度和措施。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底，在郑州城区内适

度放开房屋测绘市场，提供不少于

三家具有编制资质的中介服务机

构供申请人自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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