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 事项名称 权力代码 颗粒化后事项名称

交通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备案 其他-00943-000 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备案

交通局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备案 其他-01090-000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收费标准备案

交通局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驾驶员、乘务员

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和考核备案
其他-01088-000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驾驶员、乘务员基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和考核备案

交通局
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备

案
其他-01087-000 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备案

交通局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变更工商

登记备案

其他-01101-000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变更工商登记备案

交通局 取消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取消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取消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许可-00962-001

许可-00962-006

许可-00962-005

削减精简事项汇总表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专用运输经营许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子公司享受母公司班车客运经营范围

交通局 企业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补发

交通局 取消班车客运经营范围

交通局 省际省内班线暂停及恢复备案

交通局 子公司享受母公司包车经营范围

交通局 企业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补发

交通局 取消包车客运经营范围

交通局 申请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许可-00962-005

许可-00268-002

许可-00268-006

许可-00268-003

道路包车客运经营许可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专用运输经营许可

道路班车客运经营许可



交通局 企业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取消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补发

交通局 减少货运站（场）经营场所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补发

交通局 减少客运站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许可-00268-003

许可-00848-004

许可-00848-003

许可-00849-001

许可-00849-003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经营许

可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许可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许可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发动机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车身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电气系统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自动变速器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汽车润滑与养护）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喷油泵、喷油器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曲轴修磨）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气缸镗磨）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散热器维修）

许可-00849-003

许可-00849-002

许可-00850-001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经营许

可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许可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空调维修）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涂漆）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汽车美容装潢）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三类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交通局 申请取消机动车维修范围

交通局 申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申请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补发

交通局 申请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申请机动车维修经营范围许可（摩托车维修）

交通局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注销

交通局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补证

交通局 客运站站级核定

交通局 客运站站级变更

交通局 客运站站级取消

交通局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册 确认-00782-000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注销注册

许可-00850-001

许可-00072-001

确认-00023-000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发

客运站站级核定



交通局 普通货运车辆年审

交通局 挂车年审

交通局 道路运输证补发

交通局 道路运输证注销

交通局 货运车辆报停

交通局 货运车辆复驶

交通局 包车客运备案 其他-00933-003 包车客运运次备案

交通局 开业备案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注销备案

交通局 车辆增减备案

交通局 补办

交通局 客运标志牌正在制作等待领取期间

交通局 取消或终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其他-02972-000

其他-00944-000

其他-00933-001

许可-00072-002

其他-02963-000
营运车辆年审（客运车辆、货运车辆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年审）

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含道路运输证

换发、补发）

汽车租赁经营备案

临时客运标志牌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取消或终止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范围

交通局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到期延续

交通局 业户变更基本信息

交通局 补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交通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注销

交通局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补证

交通局 公路水运工程造价文件备案 其他-00912-000 公路水运工程造价文件备案

交通局 交通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备案 其他01371-000 交通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备案

交通局 公路用地林木更新、砍伐许可 许可-00252-000 公路用地林木更新、砍伐许可

公安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

更备案

其他-02649-000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备案

公安局
参与城市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道路交

通影响评价审核

其他-02596-000
参与城市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道路交通影响评价审核

公安局 参与公交线路和站点的设置审核
                    其他-

02625-000 参与公交线路和站点的设置审核

公安局
参与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审核和竣工验

收

              其他-02594-

000 参与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许可-00072-002

许可-00072-001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



公安局 参与停车场（库）设计方案审核
             其他-05417-

000 参与停车场（库）设计方案审核

公安局
停车场对外开放备案登记 其他-05443-000 停车场对外开放备案登记

公安局
道路占用、挖掘审核 其他-05111-000 道路占用、挖掘审核

公安局
道路新增出入口审核 其他-05110-000 道路新增出入口审核

公安局
娱乐场所备案 其他-02602-000 娱乐场所备案

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情况备案 其他-02604-001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情况备案

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情况备案 其他-02604-002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情况备案

公安局
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情况备案 其他-02605-000 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情况备案

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备案 其他-02606-002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备案

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备案 其他-02606-001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备案

公安局
爆破作业单位备案 其他-02606-003 爆破作业单位备案

公安局
储存剧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

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情况备案

其他-02610-000 储存剧毒化学品以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情况备案

公安局
销售、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的情况备案

其他-02647-000 销售、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情况备案

公安局
管制刀具制造企业备案 其他-02648-000 管制刀具制造企业备案

公安局
公章刻制备案 其他-05413-000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私章刻制业设立备案 其他-05442-000 私章刻制业设立备案

公安局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备案 其他-00994-000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备案

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加注 许可-00755-000 护照加注

市场监管局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 许可-00632-001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计量授权

市场监管局 出具是否存在处罚记录的证明 公共服务-07006-000 出具是否存在处罚记录的证明

市场监管局 企业登记档案查询 公共服务－00975－000 企业登记档案查询

市场监管局 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 其他-01017-000 公司设立分公司备案

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修改未涉及登记

事项的备案
其他-05375-000 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修改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备案

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涉及登记事项备案 其他-02584-000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涉及登记事项备案

市场监管局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备案 其他-01013-000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备案

市场监管局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许可-00408-002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

市场监管局 强检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备案 其他-05564-000 强检计量器具登记造册备案

市场监管局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 许可-00399-017
企业名称变更核准

市场监管局 分支机构名称预先核准 许可-00399-018
分支机构名称预先核准

市场监管局 分支机构名称变更核准 许可-00399-019
分支机构名称变更核准



市场监管局 个体工商户名称变更核准 许可-00407-005 个体工商户名称变更核准

市场监管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变更核准 许可-00701-007 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变更核准

市场监管局
公司解散清算组成员以及负责人名单

备案
其他-01015-000 公司解散清算组成员以及负责人名单备案

市场监管局 合伙企业清算人备案 其他-05373-000 合伙企业清算人备案

市场监管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或

者注销登记后，登记情况备案
其他-05374-000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后，登记情况备案

市场监管局 企业集团修改章程备案 其他-01020-000 企业集团修改章程备案

市场监管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因主管部门改变不涉

及原主要登记事项变更的备案
其他-01011-000 非公司企业法人因主管部门改变不涉及原主要登记事项变更的备案

市场监管局
企业法人在国外开办企业或增设分支

机构备案
其他-05409-000 企业法人在国外开办企业或增设分支机构备案

市场监管局
外国合伙人变更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

受人备案
其他-01012-000 外国合伙人变更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备案

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备案

（设立、变更、注销）
其他-01019-00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备案（设立、变更、注销）

市场监管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清算人成员名单备

案
其他-01016-000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清算人成员名单备案

市场监管局 合同格式条款备案 其他-01006-000 合同格式条款备案

人社局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设立审批 许可-00114-001

人社局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延续审批 许可-00114-005

人社局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变更审批 许可-00114-002



人社局 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注销审批 许可-00114-003

人社局 职业中介机构设立许可 许可-00119-001

人社局 职业中介机构变更许可 许可-00119-004

人社局 职业中介机构注销许可 许可-00119-005

人社局 职业中介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许可 许可-00119-006

人社局 集体合同备案 其他-02115-003

人社局 工资协议备案 其他-02115-002

人社局
企业年金方案（实施细则）重要条款

变更备案
其他-01453-002

人社局 终止企业年金计划备案 其他-01453-001

人社局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登记

确认-00122-001

人社局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单位参保登记

确认-00122-005

人社局
参保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核定

确认-00131-000

人社局 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 确认-00122-004 批量人员增加申报

人社局 高校毕业生报到 服务-00516-002

人社局 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整 服务-00516-003



商务局 企业境外投资新设审核转报

商务局 企业境外投资备案变更审核转报

商务局 企业境外投资核准变更审核转报

商务局 企业终止境外投资审核转报

商务局 境外投资证书遗失补办审核转报

商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审核转报

（审核转报-00100-000）
（审核转报-00100-000）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100-000）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400-001） 加油站（点）规划实施确认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400-001）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400-002）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领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400-002）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400-003） 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变更、注（撤）销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400-003）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098-001）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设立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098-001）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098-002）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变更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098-002）

商务局 （审核转报-00098-003）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注销审核转报（审核转报-00098-003）

商务局
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审核转报（审

核转报-00105-000）
（审核转报-00105-000） 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审核转报

商务局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其他-

01495-000）
（其他-01495-000）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注销

商务局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其他-

02131-000）
（其他-02131-000）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新办

（审核转报-00101-000）
企业境外投资审核转报（审核转报-

00101-000）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审批及变更审核

转报（审核转报-00400-000）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审核转

报（审核转报-00098-000）



商务局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其他-

00983-000）
（其他-00983-000）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其他-00983-000）

文广新局
社会团体登记（成立、变更、注销） 许可-00093-006 文化类社会团体登记（成立、变更、注销）的前置审查

文广新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成立、变更、

注销）

许可-00094-007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成立、变更、注销）前置审查

文广新局
基金会登记（设立、变更、注销） 许可-00095-005 文化类基金会登记（设立、变更、注销）前置审查

文广新局
文化类社会团体年检初审 其他-01517-000 文化类社会团体年检初审

文广新局
文化类基金会年检初审 其他-01518-000 文化类基金会年检初审

文广新局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初审 其他-01518-000 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初审

文广新局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审批

许可-00537-008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文广新局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

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许可

许可-00529-002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许可

文广新局
广播电视使用方言播音批准 许可-00426-000 广播电视使用方言播音批准

文广新局
从事印刷经营活动审批 许可-00439-003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独资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企业从事印刷经营活动审批

文广新局
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制定安全播出保障

方案备案

其他-01661-000 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制定安全播出保障方案备案

文广新局
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应急资源储备目录

维护更新情况备案

其他-01662-000 安全播出责任单位应急资源储备目录维护更新情况备案

文广新局
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备案 其他-05558-000 从事出版物出租业务备案

规划局 乙、丙、丁级测绘资质认定 许可-00553-000 乙级、丙级、丁级测绘资质证书有效期满延续



规划局 地图（地图产品）样图、样品备案 其他-00956-000 无

规划局
测绘与地理信息项目（含外国的组织

或者个人在浙江测绘项目）实施前备

案

其他-00955-000 10万以下测绘与地理信息项目（含外国的组织或者个人在浙江测绘项目）实施前备案

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 其他-02458-000 无

卫计委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校验） 许可-00384-005 许可-00384-005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校验）

卫计委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机构校

验）
许可-00383-002 许可-00383-002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机构校验）

卫计委 放射诊疗许可（校验） 许可-00386-002 许可-00386-002放射诊疗许可（校验）

卫计委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核 许可-00385-005 许可-00385-005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核

卫计委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可 许可-00394-000 许可-00394-000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可

卫计委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执业证书核发 许可-00395-000 许可-00395-000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执业证书核发

司法局
对申请人不服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的异议审查
其他-01296-000 对申请人不服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通知的异议审查

司法局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的备案 其他-02208-000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的备案

司法局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年度注册 其他-02206-000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年度注册

司法局 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变更 其他-02210-001 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变更

司法局 公证机构负责人产生及变更 其他-02210-001 公证机构负责人产生及变更

公积金 其他-02493-002 1、单位法人、经办人、单位地址变更登记

单位住房公积金变更登记



公积金 其他-02493-002 2、单位账号、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公积金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市外） 其他-02493-005 /

公积金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 其他-02493-006 /

公积金 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启封 其他-02493-007 /

环保局
排污费的征收（包括水、气、噪声、

固体废物排污费的征收）
征收-00021-001 /

环保局 排污费征收减免（缓） 征收-00021-002 /

执法局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许可-00200-001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档案局 档案查阅服务 公共服务-01460-000 档案查阅服务

档案局
携带、运输或者邮寄档案及其复制件

出境的审批
许可-00551-000 携带、运输或者邮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境的审批

档案局
赠送、交换、出卖国家所有档案的复

制件审批
许可-00552-000 赠送、交换、出卖国家所有档案的复制件审批

档案局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 确认-00824-000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验收

档案局 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档案验收
其他-00930-000

档案局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档案验收
其他-01168-000

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档案验收

安监局 丙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初审 审核转报-00452-000

城管委 建设工程有关申报材料备案 其他-05641-000

单位住房公积金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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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委 业主委员会备案 其他-02692-000

城管委 房地产项目竣工交付备案

城管委 房改房维修基金使用审核 其他-02750-000

城管委 房地产交易与成交价格申报审核

城管委 房地产交易与成交价格申报审核备案撤销

城管委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情况备案
其他-01991-000

城管委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直接发包批准 其他-01978-000

城管委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01350-000

城管委 城市道路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01351-000

城管委 土方开挖和基坑支护工程备案

城管委 新建房屋白蚁预防受理登记

城管委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

审批
许可-00205-000

城管委 建设项目邀请招标认定 其他-05125-000

城管委 白蚁防治机构备案 其他-02689-000

城管委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审批 许可-00198-000

其他-00984-000房地产交易与成交价格申报审核



教育局 30年教龄荣誉证书发放审定 确认-00407-000 30年教龄荣誉证书发放审定

教育局
学籍证明、毕（结）业证书遗失办理

学历证明确认
公共服务-00119-000 学籍证明、毕（结）业证书遗失办理学历证明确认

教育局  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 公共服务-00120-000  教师资格证书补发换发

教育局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确认-00414-000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民政局
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倒塌房屋争议裁

定
裁决-00030-000 无

民政局 政策性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裁定 裁决-00048-000 无

民政局 部分优抚对象临时性生活补助给付 给付-00103-000 无

民政局
设置乡村骨灰存放处、乡村公益性墓

地审核
其他-05590-000 无

民政局 光荣院集中供养审核 其他-05595-000 无

民政局 公墓建设审批 许可-00096-000 无

民政局 建设殡仪服务设施审批 许可-00831-000 无

旅展委 内资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

民宗局
宗教活动场所财务制度、管理组织备

案
02027-000 1、宗教活动场所财务制度备案

民宗局 宗教活动场所变更登记 00242-000 宗教活动场所变更登记

民宗局 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 00335-000 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



科技局 科技类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公共服务-02611-000

国土局 设施农用地备案 其他-02057-000 无

国土局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许可-00140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农林局
动物防疫条件及防疫制度执行年度报

告审核
其他-01830-000 动物防疫条件及防疫制度执行年度报告审核

农林局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年度备案 其他-05381-000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年度备案

农林局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

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审核
审核转报-00303-000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审核

农林局
母种和原种的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

可初审
审核转报-00304-000 母种和原种的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初审

农林局
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

规种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审核
审核转报-00305-000 主要草种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原种种子的经营许可审核

农林局
原种场、祖代场、一级良种繁育场、

一级供精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初审
审核转报-00309-000 原种场、祖代场、一级良种繁育场、一级供精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初审

农林局
兴办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

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初审
审核转报-00308-000 兴办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防疫条件初审

农林局
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农机质量和

及维修质量争议调解
其他-02504-000 农业机械事故损害赔偿、农机质量和及维修质量争议调解

农林局 动物检疫 公共服务-05206-000 动物检疫

农林局 林木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考核 确认-00111-000 林木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考核

农林局
因选育林木良种而减少经济收入的单

位和个人补偿
给付-00003-000 因选育林木良种而减少经济收入的单位和个人补偿

农林局
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

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补偿费

给付-00002-000
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补偿费



农林局 人工商品林基地认定
确认-00316-000

人工商品林基地认定

农林局
奖励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

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

个人

奖励-00052-000
奖励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农林局
松木经营加工备案 其他-02422-000 松木经营加工备案

农林局 山林纠纷行政裁决 裁决-00003-000 山林纠纷行政裁决

农林局 行政争议调解 其他-01837-000 行政争议调解

农林局 种子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备案 其他-05382-000 种子经营者设立分支机构备案

农林局
组织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

定和调解
其他-02503-000 组织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和调解

农林局
森林公园的命名 确认-00118-000 森林公园的命名

农林局
森林公园的变更 确认-00118-000 森林公园的变更

农林局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审批 确认-00118-000 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审批

农林局
森林公园的撤销 确认-00118-000 森林公园的撤销

农林局
国有林场经营方案的审批 其他-01444-000 国有林场经营方案的审批

发改委 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审批 其他-05147-001 无

水务局 水利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其他-01391-001

水务局 水利工程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评审 其他-01391-002



水务局 水库汛期限制水位调整审查 确认-00093-000

水务局 水库功能调整审查 确认-00094-000

水务局 水库安全应急预案审批 其他-01407-006

水务局 在建水利工程度汛方案审查 其他-01407-011

水务局 水利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行业审查 其他-05638-000

水务局
涉河涉堤建设项目审批（含占用水

域）
许可-00284-00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水库审批

水务局 水库大坝注册（备案）登记

水务局 水闸注册（备案）登记

水务局 水库控制运用计划核定

水务局 水闸控制运用计划核定

水务局 水库大坝降等审批

水务局 水库大坝报废审批

水务局 水闸降等审批

水务局 水闸报废审批

水务局 堤防降等审批

其他-02813-001

其他-01393-000

其他-01384-000

水库大坝、水闸注册（备案）登记

水库、水闸控制运用计划核定

水库大坝、水闸和堤防（含备堤备

塘）等水利工程降等或报废审批



水务局 堤防报废审批

水务局 山塘报废审批

城管委
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置及建筑物、设

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审批
许可-00193-000 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审批

规划局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

规划局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变更

规划局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延期

规划局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批注销

国土局 古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无 变更古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国土局 古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无 注销古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国土局 建设用地复核验收 无 建设用地复核验收

地税局 延期申报社保费申请 确认—00851—001 延期申报社保费申请

地税局 延期缴纳社保费申请 确认—00853—001 延期缴纳社保费申请

国税局
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备案
无 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备案

国税局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无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国税局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的备案
无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

其他-02813-001

许可-00189-000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内建设工

程设计方案审批

水库大坝、水闸和堤防（含备堤备

塘）等水利工程降等或报废审批



国税局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

申请
无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居民身份认定申请

国税局
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

协商程序
无 中国居民（国民）申请启动税务相互协商程序

国税局 发票信息查验 无 发票信息查验

国税局 消费税退税优惠办理 无 消费税退税优惠办理

国税局 消费税退税优惠资格备案 无 消费税退税优惠资格备案

国税局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无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国税局 完税凭证换开、重开 无 完税凭证换开、重开

国税局 集团公司及成员企业备案 无 集团公司及成员企业备案

国税局 丢失出口退（免）税有关证明补办 无 丢失出口退（免）税有关证明补办

地税局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登记注销 确认—00340—020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登记注销

地税局 从事个体经营税费优惠备案 其他—01079—000 从事个体经营税费优惠备案

地税局 企业综合税费优惠备案 其他—01074—000 企业综合税费优惠备案

地税局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其他—01081—003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地税局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优惠备案

（包括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
其他—01081—002 非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优惠备案（包括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

地税局
个人所得税优惠备案——残疾、孤老

人员和烈属的所得个人所得税优惠
其他—01081—001 个人所得税优惠备案——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个人所得税优惠



地税局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信息登

记
确认—00340—016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费信息登记

国土局 古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无 首次生物化石交易场所审批

环保局
拆船排放未经处理的洗舱水、压舱水

和舱底水许可
许可-00772-000 /

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 其他-02205-000）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

司法局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备案 其他-00876-002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备案

城管委 建设工程结算价款争议调解 其他-01331-000

城管委 物业权益纠纷调解 其他-02002-000

水务局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核发（申请）

水务局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核发（换证）

水务局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核发（补证）

水务局 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核发（申请）

水务局 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核发（换证）

水务局 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核发（补证）

规划局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规划局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

许可-00510-001

许可-00510-002

许可-00164-002

渔业职务船员证书核发

渔业普通船员证书核发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规划局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延期

规划局 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注销

规划局 历史建筑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审批

规划局 历史建筑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审批变更

规划局 历史建筑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延期

规划局 历史建筑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注销

安监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企业安

全评价报告备案
其他-02250-000

安监局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其他-05402-000

环保局 建筑施工夜间作业许可 许可-00155-000 /

国土局 临时用地审批 临时用地审批许可-00141-000 2公顷以下临时用地审批

商务局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其他-

02574-000）
（其他-02574-000） 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遗失补证（其他-02574-002

商务局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设立、变更审批

（许可-00364-000）
（许可-00364-000）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变更（许可-00364-002）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任职资

格审核
其他-03063-003 /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股权转让审核 其他-03063-004 /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本市域内设立分支机构

审核
其他-03063-005 /

许可-00167-000

许可-00164-002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历史建筑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审批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审核 其他-03063-006 /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创新业务审核 其他-03063-007 /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其他重大变更事项审核 其他-03063-008 /

金融办
小额贷款公司跨市域设立分支机构审

核
其他-00685-002 /

金融办
拟挂牌、上市企业历史产权确认（审

核转报）
审核转报-00374-000 /

金融办 出具同意企业上市意见 无 /

城管委 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备案 其他-01983-000 无

城管委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准 许可-00172-000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准（注销）

城管委 商品房预售许可 许可-00173-000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注销

城管委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标价、竣工结

算价信息和国有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控

制价备案

其他-01352-000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备案

城管委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

包合同备案
其他-01997-000

城管委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其他-01998-000 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备案

城管委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缴 公共服务-00616-000 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收缴

城管委 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确认 确认-00424-000 经济适用住房购买资格确认

人社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许可-00123-001



人社局 劳务派遣经营变更许可 许可-00123-002

人社局 劳务派遣经营延续许可 许可-00123-003

人社局 劳务派遣分公司经营备案 许可-00123-004

人社局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设立审批 许可-00116-000

人社局 领取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公共服务-00518-001

人社局 领取技能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公共服务-00518-002

人社局 申请发布招聘信息 公共服务-00491-000

人社局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付 给付-00144-008

人社局
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待遇核准支

付
给付-00144-014

人社局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公共服务-00501-001

人社局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单位参保信息变更

登记

公共服务-00501-007

城管委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城管委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办理

科技局 县（市、区）级创新型企业认定 确认-00377-009

科技局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确认-00378-005

许可-00188-00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科技局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其他-02513-000

经信委
备案项目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招

标组织形式认定
许可-00005-000 备案项目招标组织形式认定

市场监管局
《食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无需现
场核查）

无

市场监管局 第一类医疗器械委托生产备案 其他-02576-000

旅展委 旅行社设立分社的备案 其他-01026-001

旅展委 旅行社设立服务网点的备案 其他-01026-002

旅展委 导游证换证、补发 许可-00518-002

气象局 雷电灾害鉴定 确认-00005-000



气象局 气象证明 公共服务10205-000 农业保险气象证明

公安局 居住房屋出租登记 其他-05428-000

发改委 油气管道封存备案 其他-01122-004

外侨办 华侨、归侨和侨眷身份认定 确认-00231-000

外侨办
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考生身份

确认
确认-00070-000

外侨办 华侨回国定居（审核转报） 00317-000

外侨办
《浙江省归国华侨证》核发（审核转

报）
00316-000

执法局
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存放生活垃圾

的设施核准
许可-00192-001

执法局 环境卫生设施拆迁方案审批 许可-00192-002

执法局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许可-00197-000

执法局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置企业停业、歇业的批准

其他-01980-000

执法局 环境卫生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其他-01987-000

执法局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
运输、处置企业应急方案备案

其他-01988-000

执法局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

线等设施审批
许可-00200-004

执法局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变更 许可-00217-002

执法局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注销 许可-00217-003

执法局 站点设置或者移位审批 其他-02014-000

执法局 城市道路边线两侧施工作业备案 其他-05459-000

执法局 砍伐城市树木、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许可-00201-004 迁移古树名木审批

文广新局 艺术考级备案 其他-00940-004 艺术考级承办单位备案

文广新局 其他-00940-005 艺术考级考前备案

文广新局 设立和变更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备案 其他-02195-000 设立和变更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的备案

文广新局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的备案 其他-02194-000 个体演员、个体演出经纪人的备案

文广新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的备案 其他-02196-000 艺术品经营单位的备案

文广新局 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备

案

其他-01094-000 企业、个人从事电影流动放映活动备案

文广新局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的业务种类、

服务范围、服务时限、资费标准备案

其他-00928-000 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的业务种类、服务范围、服务时限、资费标准备案

文广新局 公共视听载体播放活动备案 其他-03036-000 公共视听载体播放活动备案

http://www.zjzwfw.gov.cn/zjzw/admins/article/cityarticleshow.do?itemId=307359&mainCode=00070&deptId=001008007004039&category=%E8%A1%8C%E6%94%BF%E7%A1%AE%E8%AE%A4&webId=66&citywebid=66
http://www.zjzwfw.gov.cn/zjzw/admins/article/cityarticleshow.do?itemId=307359&mainCode=00070&deptId=001008007004039&category=%E8%A1%8C%E6%94%BF%E7%A1%AE%E8%AE%A4&webId=66&citywebid=66


民宗局 少数民族考生身份的审查 审核转报-00344-000 少数民族考生身份的审查

消防 火灾事故认定复核 确认—00062-000 无

民政局 地名证明 公共服务-00325-000 无

财政

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 确认-00073-001

人社局
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本地户

籍）
给付-00144-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