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注

1 商品砼价格
市级第七批下放非行政许可，

2014年论证会取消

2 煤制气价格
市级第七批下放非行政许可，

2014年论证会取消

3
民政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及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退税审
批(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市级第八批下放，2014年论证
会取消

4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全区性社会团体筹备审批）
市级第十二批
区政府第四批

5 乡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开展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项目审批
市级第七批下放，2014年论证

会取消

6 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审批
市级第七批下放，2014年论证

会取消

7 环保专项资金使用审批 区环保局
区政府96项保留，2014年论证

会取消

8
除通乡公路、农村公路改建工程、大中桥新改建工程外，通畅、养护维修、
安保、其他危旧桥梁新改建工程

区交通局
市级第七批下放，2014年论证

会取消

区物价局

区民政局

区人口委

取消及部分取消行政许可项目



9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审核
区政府96项保留，2014年论证

会取消

10 对规模以下申请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的冶金等工贸企业的组织评审
市级第七批下放，2014年论证

会取消

11 饲料标签登记备案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12 个体兽医从业许可
区政府96项保留，2014年论证

会取消

13 开办武术学校审批 对应省市取消（第七批）

14 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 对应省市取消（第七批）

15 投资3000万元以下的水利工程开工审批权 对应省市取消（第八批）

16 水利工程开工审批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17 填堵、占用或者拆毁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审批
市级第十批
区政府第二批

18 开垦荒坡地防止水土流失措施审批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19 在公路上施工、养护需中断交通或绕道通行的许可 区运管所、区交警大队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区安监局

区兽医局

区体育局

区水务局



20 在预防保护区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审核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1
辖区内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
审批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22 在湿地保护区天然水道和湿地边缘50米内建筑设施许可 区湿地局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3 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 区教育局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4 对纳税人申报方式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5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验证和换证）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6 对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7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区卫生局
对应省市取消（第八批部分取

消）

28
对办理税务登记（开业、变更和注销、验证和换证、停业和复业、外出经营
报验）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区税务局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

29 工业和信息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区工信局、区发改委
对应省市取消（第九批部分取

消）

30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区地税局
市级第十批
区政府第二批

区林业局

区税务局



31
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规定条件的服务型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减免税审批（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市级第十批
区政府第二批

32 汇总纳税企业组织结构变更审核（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33
收入全额归属中央的企业下属二级及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名单的备案审核（国
税管理范围除外）

34
主管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适用行业及所适用的利润率审核（国税管理范围
除外）

35 非境内注册居民企业选择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36 对办理税务登记（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37 偏远地区简并征期认定（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38 企业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条件业务的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39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国税管理范围除外）

40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国税管理范围除
外）

41 企业享受综合利用资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市级第十四批
区政府第六批

市级第十三批
区政府第五批

市级第十三批
区政府第五批

区地税局

市级第十二批
区政府第四批

市级第十一批
区政府第三批



42
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享受所得
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43 对律师事务所征收方式的核准

44 企业取得的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45
企业享受文化体制改革中转制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所得税优惠的核
准

46 电网企业新建项目分摊期间费用的核准

47 企业享受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48 企业境外所得适用简易征收和饶让抵免的核准

49 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收入优惠的备案核准

50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
案核准

51 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52 动漫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市级第十四批
区政府第六批

区地税局



53 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54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
的备案核准

55
个人取得股票期权或认购股票等取得折扣或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纳税
有困难的审核

56 对一年期以上返还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的初审

57 企业吸纳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税收减免审批

58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审批

59 企业成本分摊协议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审核

60 印制有本单位名称发票的审批

61
安置残疾人员和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工资的加计扣除
的核准

62 创业投资企业享受创业投资所得税优惠核准

63
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的投资额享
受所的税优惠的备案核准

区地税局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市级第十四批
区政府第六批



64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核准

65 印花税票代售许可

66 私营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市级第十批
区政府第二批

67 户外广告登记

68 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

69 葡萄酒消费税退税审批

70 销货退回的消费税退税审批

71 汇总纳税企业组织结构变更审核（地税管理范围除外）

72 对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免征增值税审核

73
对承担粮食收储任务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和经营免税项目的粮食经营企业以
及有政府储备食用植物油销售业务的企业增值税免税资格审核

74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审批

区地税局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区工商行政管理和
质量技术监督局

区国税局
市级第十二批
区政府第四批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75 申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审核

76 拍卖行拍卖免征增值税货物审批

77 营改增后随军家属优惠政策审批

78 营改增后军队转业干部优惠政策审批

79 营改增后城镇退役士兵优惠政策审批

80 消费税税款抵扣审核

81 成品油消费税征税范围认定

82
主管税务机关对非居民企业适用行业及所适用的利润率审核（地税管理范围
除外）

83 列入车辆购置税免税图册的审批

84 对办理税务登记（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地税管理范围除外）

85 偏远地区简并征期认定（地税管理范围除外）

区国税局

市级第十三批
区政府第五批

市级第十二批
区政府第四批



86 企业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条件业务的核准（地税管理范围除外）

87
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地税管理范围除外）

88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地税管理范围除
外）

89 乙烯、芳烃生产企业退税资格认定

90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审核

91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

92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变更

93 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注销

94 集团公司具有免抵退税资格成员企业认定

95 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的认定

96
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出口货物备案登记及备案核
销的核准

区国税局
市级第十三批
区政府第五批



97 占用城市道路作为集贸市场审批

98 市区饲养家畜家禽审批

99 改建、拆除电影院和放映设施审批

100 电影放映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101 特种印刷品准印许可  区公安局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二、取消部分内部管理事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1 教育网站审核 区教育局

2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资格审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审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市级第十五批
区政府第六批

区文广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