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行政审批涉及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 服务类别 涉及审批事项

1 编制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研究报告 城乡规划编制

1、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 2、建设用
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3、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
发 4、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核发 

2
编制土地勘测定界图及勘测定界技术报告

书
测绘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3 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4 编制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 地质勘查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5 编制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6
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7 地下文物调查 文物调查 建设工程用地预审

8 编制项目建议书（政府投资项目） 工程咨询 建设项目选址研究报告审查

9

编制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第二类、第三类
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
硫、氟的生产特定有机化学品设施所需的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咨询

1、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2、交
通运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审批 3、煤

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0 编制公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咨询

11 编制水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咨询

12 编制煤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咨询

13 编制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工程咨询

14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投资项目） 工程咨询

15 编制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工程设计

1、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2、水
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6 编制煤矿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工程设计

17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政府投资项目） 工程设计

18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技改项目） 节能咨询服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19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 节能咨询服务

20 编制煤矿新、改、扩建申请报告 工程咨询
煤矿建设项目可研（初步设计文件）审

批



21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审批 3、辐射安全许可 4、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 
6、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7、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查 8、排污许可 9
、工业固体废物、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10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批 
11、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12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13、对
泉域内采矿排水进行登记 14、不同行

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准

22 编制建设项目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23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24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地震安全性评价 地震安全性评价

25 编制建设项目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工程咨询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26 编制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

审核

27 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取水许可

28 安全评估报告 安全评价

1、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
批 2、设置非公路标 3、跨越、穿越公
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
、电缆等设施，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
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审批 4、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

施许可

29 公路项目设计预算审核 预算审核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批准

30 编制消防设计文件 消防技术服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31 编制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32 出具消防设施检测证明文件  消防技术服务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3 竣工规划测量 测绘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核发

34 房产测绘 测绘 商品房预售许可

35 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
1、最高投标限价备案 2、政府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审批

36 文物影响评价 文物调查

1、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
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审批 2、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
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37 气象评估 气象评估

38
编制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

护预评价报告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1、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

目竣工验收
2、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
目预评价报告审核39 编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40 土方量计算 测绘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41 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1、建设项目永久性占用征收林地初审 

2、县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审批 

42 工程档案整理 工程档案管理 对重大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

43 工程勘探 工程勘探
与行政审批事项不直接关联，但与工程

建设项目相关

44 工程监理 工程监理
与行政审批事项不直接关联，但与工程

建设项目相关

45 工程设计 工程设计
与行政审批事项不直接关联，但与工程

建设项目相关

46 招标代理 工程咨询
与行政审批事项不直接关联，但与工程

建设项目相关





项目审批组需要中介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需要中介工作内容

1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规划测量

2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

3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
证核发

4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核发

5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19 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批准 工程设计

20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定 工程设计

24 建设项目选址研究报告审查

29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30 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35 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审批

40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审批

41 辐射安全许可

42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4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省市
县



44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

45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查

46 排污许可

47
工业固体废物、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拆除或闲置审
批

48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
批

49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
污口审核

50 取水许可

51 不同行政区域边界水工程批准

52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审批

53 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54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
审批

55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5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57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

58 对泉域内采矿排水进行登记

59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含质量
安全监督注册）

60 商品房预售许可



61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62 基本建设等需要临时用水审批

63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用水工
艺和用水量核准

64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6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66 新增或增加用水量核准

67
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
需停止供水审批

68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
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

69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70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71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72
民用建筑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报建审
批

73 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搬迁拆除的审批

74 人防工程报废、拆除和改造的审批

75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76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批准

77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78
在电力设施周围或电力设施保护区
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作业
的审批

79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

80 建筑节能专项验收备案

81 建筑工程项目报建备案

82 建设工程（含地下管线）档案报送

83 招标投标情况备案

84 最高投标限价备案

85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86 人民防空工程竣工专项验收

87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征收

88 公路建设项目招标评标资料备案

89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备案

90 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备案登记

91 对重大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

92 水利工程招标备案

93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

94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
道采砂）审批



95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初审）

96
森林经营单位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
服务的工程设施占用林地审批

97
市级森林公园设立、更名、分立、
合并或者变更地界范围与隶属关系
审核

98 县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审批

99 森林经营方案初审

100
进入省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或修
筑设施初审

101 建设项目永久性占用征收林地初审

102 市级森林公园验收

103
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
批

104 设置非公路标志

105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
公路改线审批

106
跨越、穿越公路及在公路用地范围
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
或者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

107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
等设施许可

108 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行政审批涉及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号 资质类型 中介服务事项

1 城乡规划编制 编制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研究报告

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编制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 地质勘查 编制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

4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编制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5 文物调查
文物影响评价
地下文物调查

6 工程咨询

编制项目建议书（政
府投资项目）

编制新建、扩建或者改建第二类、第三类监
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
氟的生产特定有机化学品设施所需的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煤矿新、改、扩建申请报告
编制公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水利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煤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建设项目防洪影
响评价报告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政府投资项目）                    招

标代理

7 工程设计

编制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编制煤矿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编制初步设计文件
（政府投资项目）

8 节能咨询服务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

（技改项目）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



9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建设项目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编制入河排污口设置
论证报告

10 地震安全性评价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11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报告书

12 安全评价 安全评估报告

13 预算审核 公路项目设计预算审核

14 消防技术服务
编制消防设计文件

出具消防设施检测证明文件

15 防雷工程专业设计 编制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16 测绘

土方量计算
编制土地勘测定界图及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编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测量报告
房产测绘

17 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

18 气象评估 气象评估

19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编制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

预评价报告   

20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编制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21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编制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22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

23 水土保持监测

24 电磁环境测试

25 防雷装置检测

26
环境监测/环境放射性监

测

27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28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

29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

30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

31 工程勘察

32 土地评估

33 资产评估

34 工程监理



35 工程档案管理



资质已取消

资质已取消



资质已取消

资质已取消

资质已取消

资质已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