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业务指导部门

1 140104005W00 招标方案核准 行政许可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141004012W0Y 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 其他权力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3 00010400100Y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141004006W00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新建、改建、扩建） 其他权力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 000105013000 教师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山西省教育厅

6 000105003000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教育厅

7 000111003000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民政厅
8 000111002000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民政厅
9 000111004000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准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民政厅
10 000111001000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民政厅
11 00011400600Y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2 00011400800Y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3 00011400300Y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4 000115013000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15 000116003000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16 000116005000 排污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17 000116007000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18 00011700600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9 000117020000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0 000117025000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1 0001170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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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2 000117015000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3 000117026000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4 000117049000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证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5 000117050000 商品房预售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6 000117057000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7 000117021000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8 000117052000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9 141017004W00 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撤销 其他权力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0 00101700600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权力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1 000117002000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定（二级及以下）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2 000117017000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
宣传品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3 000117013000
从事生活垃圾（含粪便）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4 000117051000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5 000117054002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总承包特级、一级、部分二级及
部分专业承包一级、二级除外）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6 000717008000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行政确认 山西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37 000118010000 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38 000118023000 车辆运营证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39 140118005W00 新增客运班线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0 000118003000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1 140118004W00 客运班线变更经营主体、起讫地和日发班次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2 000118012000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3 000118009000 设置非公路标志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4 000118008000 在公路增设或改造平面交叉道口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5 000118032000 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6 140118017W00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7 140118006W00 客运班线延续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8 000118022000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49 000118058000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50 141018013W00 《道路运输证》配发、注销 其他权力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51 000118027000 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52 000118007000 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53 000120161000 农药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54 000119001000 取水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55 000119016000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56 141019003W00 取水许可初审 其他权力 山西省水利厅
57 141019001W00 取水许可证的延续或变更审批 其他权力 山西省水利厅
58 000119012000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59 000119009000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0 141019017W00 取水许可证的公告 其他权力 山西省水利厅
61 000119005000 河道采砂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2 000119010000 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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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40119002W00 蓄滞洪区避洪设施建设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4 000119008000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5 000119004000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6 000119002000 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7 000119003000 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审核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8 000119022000 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渔塘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69 140119004W00 泉域水文地质勘探备案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70 001019005000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 其他权力 山西省水利厅
71 141019004W00 取水工程或设施竣工验收审批 其他权力 山西省水利厅
72 000119011000 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废除围堤审核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水利厅
73 000123014000 护士执业注册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4 000123018000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5 000123020000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6 000123022000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7 000123002000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8 000123023000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79 000123001000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0 000123029000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1 000123038000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2 000123004000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3 000123003000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台） 行政许可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84 000731002000 股权出质的设立 行政确认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5 000131003000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6 140131001W00 企业备案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7 000131024000 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8 000131011000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89 000131015000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0 000131012000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 行政许可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91 000133003000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体育局
92 140733002W00 体育经营专业人员资格证核发 行政确认 山西省体育局
93 001033001000 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审查 其他权力 山西省体育局
94 000104002000 节能审查 行政许可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95 141060001W00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能源领域） 其他权力 山西省能源局
96 00016801100Y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 行政许可 山西省文物局

97 00016800600Y
文物保护单位及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修缮许可

行政许可 山西省文物局

98 00016801200Y 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措施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文物局
99 000164107000 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狩猎证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100 000164103000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核发 行政许可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101 140164012W00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
地初审

行政许可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102 000180009000 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3 140180003W00 人防工程报废、拆除和改造的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4 140180011W00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5 00018000200Y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6 000180001000 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拆除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7 001080004000
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联合验收、统一备案）

其他权力 山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08 00015400100Y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气象局
109 000154005000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行政许可 山西省气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