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

云政发 〔２０１９〕１０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调整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市场准入,优化政务服务,简化

办事流程,规范行政裁量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 «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

发 〔２０１７〕６４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省人民政府决定

调整２７项行政许可事项.

对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审批部门一律不得再实施或进行变

相审批;对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下放部门要与承接部门做好交

接工作,确保下放事项落实到位;对调整为行政确认和备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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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部门不得再以行政许可方式实施,要加强业务信息化建

设,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简化办理手续,方便群

众、企业网上办理;对调整行使层级和审批权限的事项,各级行

业主管部门要做好衔接工作,优化办事流程,减少中间环节,提

高办事效率,优化审批服务.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 “法定职责必须为”的要求,依据职责切

实加强行政许可事项调整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推行 “双随

机、一公开”;要按照行政审批标准化要求,及时对调整事项的

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进行动态调整和重新公布,积极推行 “直接

受理”、“马上办”、“最多跑一次”.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对州、市、

县、区的指导和培训,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各地各部门须于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在本地

本部门政府网站、同级政务服务大厅 (窗口)公布涉及本地本部

门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并于本决定印发之日起３０个工作

日内,将行政许可调整工作落实情况报本级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部门汇总后,报省政府办公厅备案.

附件: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共

２７项)

云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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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共 27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
开发盐资源、开办制盐企业许

可
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省） 《盐业管理条例》 取消

2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

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审批
财政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

则》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

审批办法》（财政部令第 28 号）

取消

3
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

施的审批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取消“防治污染设施、场所关

闭、拆除或闲置审批”的子项

“拆除或者闲置水污染物处理

设施的审批”

4

所辖公路路产上设置电杆、变
压器、棚屋、摊点、维修站、
洗车台、加水站等设施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州、县） 《云南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取消

5

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

害公路路面的机具在公路上行

驶许可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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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6 文物商店销售文物的售前审批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

取消

7 开办煤矿企业审批 煤炭工业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取消

8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合并、分
立、终止或者变更登记内容审
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州、县） 《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活动场所合并、分立”

不再实施审批或登记，原事项
名称相应修改为“宗教活动场
所 登记 、 注 销或 者 变更 登
记”，并下放至县（市、区）
宗教事务部门行使，省、州两
级宗教事务部门不再实施

9

农作物种子、草种、食用菌菌
种质量检验机构及草种检验员
资格认定

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取消“农作物种子、草种、食
用菌菌种质量检验机构及草种
检验员资格认定”的子项“草
种检验员资格认定”，同时将
“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
格认定”、“草种质量检验机
构资格认定”、“食用菌菌种
质量检验机构资格认定”等其
余 3 个子项与主项合并实施，
不再单列子项。原主项名称相
应变更为“农业种子质量检验
机构资格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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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0 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举办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下放至州（市）宗教事务部门
行使

11 内资企业核准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36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将“内资企业核准登记”变更
为“内资企业登记”，其项下
3 个子项名称对应主项变更名
称，同时将特殊的普通合伙企
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登记管辖权
限下放至州（市）企业登记部
门，将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以
上的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内资公
司的登记管辖权限下放至州
（市）、县（市、区）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12

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个
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
称预先核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个体工商户条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将住所地在云南省行政区域
内，申请冠以“云南”行政区
划的企业名称核准权限下放至
州（市）、县（市、区）企业
登记机关。审批权限划分调整
后，省、州、县三级企业登记
机关均可实施冠以“云南”行
政区划的企业名称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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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3 户口迁移审批 公安机关（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公安部关于启用新的户口迁移证、户口准迁
证的通知》（公通字〔1994〕62 号）

调整为行政确认

14

政府出资修缮的非国有省、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转让、抵押
或改变用途审批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

调整为备案

15
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
藏一级文物审批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调整为备案

16 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州） 《宗教事务条例》

州（市）宗教事务部门不再实

施“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审

批”，由省宗教事务部门按规

定直接受理和审批

17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
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县） 《宗教事务条例》

将“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
者新建建筑物审批”的行使层
级及审批权限划分调整为：不
影响宗教活动场所现有布局和
功能的，由县（市、区）宗教
事务部门审批；寺观教堂改变
现有布局和功能的，由省宗教
事务部门负责审批；其他固定
宗教活动场所改变现有布局和
功能的，由州（市）宗教事务
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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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18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州）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 号）

调整行使层级，增加省级商务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权限，在省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的企业
向省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其他申请人向所在地的州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

19 风景名胜区准营证许可
风景名胜区行政管理部门（省、
州、县）

《风景名胜区条例》
《云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将“风景名胜区准营证许可”

变更为“风景名胜区准营证核
发”，将“风景名胜区行政管
理部门”变更为“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将省、州、县三
级审批权限有关表述统一调整
为“由风景名胜区的实际管理
机构负责风景名胜区准营证核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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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0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州、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工商总
局令第 4 号)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
《外商投资企业授权登记管理办法》（工商总
局令第 4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等 90 个被授权局外商投资企业核准
登记权予以确认的通知》（工商外企字
〔2003〕137 号）
《关于授予山西省等 49 个工商行政管理局外
商投资企业核准登记权的通知》（工商外企字
〔2005〕第 196 号）
《关于授予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工商行政管
理局等四单位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的通
知》（工商外企字〔2012〕第 133 号）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商务部令 2016 年第 3 号）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
业实行备案管理后有关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
（工商企注字〔2016〕189 号）

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不再行使“外商投资企业登
记”，同时将主项及其子项的
审批权限划分调整为：省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需省级审批
机关审批，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
企业和依法应当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核准登记而经其个
案授权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
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
依法应当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核准登记而经其个案授权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
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或者依法应
当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登记而经其个案授权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外商
投资企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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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1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危害性污染
物水上过驳作业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省、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第 11 号）

将“船舶进行散装液体危害性
污染物水上过驳作业审批”调
整为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用
目录的主项，不再作为“国内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的子项

22
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
线、电缆等设施的审批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州）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将“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审批”
调整为云南省行政许可事项通
用目录的主项，不再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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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的子项，同时将行使层
级调整为省、州、县三级

23
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
注销前审查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
更、注销前审查”的名称变更
为“宗教团体成立、变更、注
销前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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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部门及行使层级 设立依据 调整方式

24
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
交流的宗教用品入境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
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将“外国人携带用于宗教文化
学术交流的宗教用品入境审
批”的名称变更为“外国人携
带用于宗教文化学术交流（超
出自用数量）的宗教用品入境
审批”

25
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性出
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审批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印刷业管理条例》

将“印刷宗教内容的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和宗教用品的审批”

的名称变更为“编印、发送宗
教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者印刷
其他宗教用品审批”

26
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
天宗教造像审批的初审

宗教事务部门（省） 《宗教事务条例》

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
型露天宗教造像审批的初审”

变更为“在寺观教堂内修建大
型露天宗教造像初审”

27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省）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许可的决定》
《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登记管理办法》（工商总局令第 10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 号）

将“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
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的名称变更为“外国（地区）
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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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云南省军区.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３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