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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工改办〔2021〕10号

关于印发安阳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等 9

大类工程建设项目分类审批指导性流程图

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为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任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细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分类，精准实施，按照《河南省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深化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豫

工程改革办〔2021〕5 号）、《关于印发<2021 年安阳市优化营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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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提升年实施方案>的通知》（安营商〔2021〕1 号）等有关文件精

神，对安阳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等 9 大类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的环节、时间进一步规范、提升，提高审批效率，服务企业。

现将安阳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等 9 大类工程建设项目分类

审批指导性流程图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安阳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2.安阳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

图

3.社会投资类项目（除带方案出让用地项目及中小型社

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

4.安阳市社会投资带方案出让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5.安阳市社会投资中小型工程项目审批流程图

6.公路、水运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7.安阳市水利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

8.35-500 千伏电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

9.安阳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审批指导性流

程图

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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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附件 1

安阳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类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31 个工作日内）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项

目

赋

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个工作日）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 5 个工作日内）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方案

（14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

（5个工作日）
特殊事项审查

（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 15 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计文件

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申请
（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广播电视、通信
等）（1 个工作日内） 并联服务

市政公用设施接入验收
（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广播电视、通信

等）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文物勘探、气
候可行性论证等强制性评
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不动产证办理

（办理施工许可前取得）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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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联合测绘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联合踏勘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5个工作日）

规划许可与技术审查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实施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

节能审查

初步设计(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取水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地震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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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阳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线性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31 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地震安全性评价

政府投资项目建议书

联合测绘

建设工程消防设

计审查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5个工作日内）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15 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一

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条

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评

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文物勘探、气
候可行性论证等强制性评
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项

目

赋

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和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个工作日）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5个工作日）

联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方案
（14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
（5个工作日）
特殊事项审查

（5个工作日）

初步设计(5个工作日)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

计文件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联合踏勘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
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取水许可 节能审查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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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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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会投资类项目（除带方案出让用地项目及中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21 个工作日内）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项

目

赋

码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1个工作日内）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
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方案

（8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

（5个工作日）
特殊事项审查

（5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
计文件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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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

并联服务
市政公用设施接入验收

（供水、供电、供热、燃
气、广播电视、通信等）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文物勘探、气
候可行性论证等强制性评
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取水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不动产证办理

（办理施工许可前取得）

联合测绘

超限高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核准类项目

备案类项目

项目核准
（1个工作日）

项目备案
（1个工作日）

联合踏勘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规划许可与技术审查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节能审查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申请
（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广播电视、通信
等）（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取水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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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阳市社会投资带方案出让类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13 个工作日内）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文物勘探、气
候可行性论证等强制性评
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

备案

并联服务
市政公用设施接入验收
（供水、供电、供热、燃
气、广播电视、通信等）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不动产证办理

（办理施工许可前取得）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计文件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和施工许可阶段阶段
（10 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1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项目策划生成

设计方案
建设工程规划
设计技术方案
建设工程项目
绿化设计方案

审查
防空地下室设
计方案审查

特殊事项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测绘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联合踏勘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申请
（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广播电视、通信
等）（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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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取水许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核准类项目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
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备案类项目

项

目

赋

码

项目核准
（1个工作日）

项目备案
（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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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安阳市社会投资中小型工程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20 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第二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9 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

（1个工作日）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特定场所）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文物勘探、气
候可行性论证等强制性评
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联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方案

（8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

（5个工作日）
特殊事项审查

（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
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核准类项目

备案类项目

项

目

赋

码

项目核准
（1个工作日）

项目备案
（1个工作日）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
计文件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并联服务
市政公用设施接入验收
（供水、供电、供热、燃
气、广播电视、通信等）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联合踏勘

不动产证办理

（办理施工许可前取得）

联合测绘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申请
（供水、供电、供热、
燃气、广播电视、通信
等）（1个工作日内）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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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取水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节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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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附件 6

公路、水运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17 个工作日内）

第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

多规合一业务协同

平台提出建设条件，

以及需要开展的评

估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项目赋码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5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
图设计审批

（5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5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6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1个工作日内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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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港口设施使用非深水岸线审批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

地震安全性评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

工程建设项目初步
设计及概算审批
（5个工作日）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强制性评价评估事项

建设项目
施工许可

（1个工作日）

项目投资建议书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
发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个工作日）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5个工作日）

实施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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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取水许可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附件 7

安阳市水利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27 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项

目

赋

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和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个工作日）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5个工作日）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5个工作日内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
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16 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5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1个工作日内

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审核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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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水利基建项目
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1个工作日）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强制性评价评估事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1个工作日）

水利工程初步设计技术审查（涉及地下管道和穿越铁路、
高速公路、高架路、河道、文物保护地带的线性工程，
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查）（16个工作日）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注册
（5个工作日）实施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此阶段不涉及行政审批

项目投资项目建议书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港口设施使用非深水岸线审批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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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附件 8

35-500 千伏电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图（控制在 31 个工作日内）

第一、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事项

建设相关部门通过多规合

一业务协同平台提出建设

条件，以及需要开展的评估

评价事项要求

项目策划生成

项

目

赋

码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
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5个工作日）

第一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 5个工作日内）

建设用地（含
临时用地）规
划许可证核发
（5个工作日）

联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方案

（14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

（5个工作日）
特殊事项审查
（5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 15 个工作日内）

第三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9个工作日内）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阶段
（2个工作日内）

联合审图
人防、消防等设
计文件审查

（8个工作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一站式核发
（1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核实
（1个工作日）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
（1个工作日内）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个工作日）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怍
（1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验收备案
（1个工作日）

第二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和扩大审核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第三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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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建设港口设施使用非深水岸线审批

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活动审批 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

市政公用设施报装（供
水、供电、供热、燃气、
广播电视、通信等）

联合踏勘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

涉路施工活动审批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地震安全性评价、建设项
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
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环境评价、水土保持方案、
节能评价、气候可行性论
证等强制性评价评估事
项。
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批

第四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工程竣工验收阶段)

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核取水许可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生产、存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评价

不动产证办理

（办理施工许可前取得）

联合测绘

政府投资项目初步设计审批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

备案

燃气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特定场所）

项目核准

（1个工作日）

规划许可与技术审查容缺受理、并联审批实施容缺受理、并联审批

第一阶段可并联或并行办理其他事项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

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批
（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

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审批（核）

节能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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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安阳市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审批指导性流程图(时限控制在 4.5 个工作日以内）

第一、二、三阶段——立项用地规

划许可、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施工

许可阶段 （0.5 天）

网上申报或

实体大厅申

报

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

综合受理窗口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市政公共设施报装申请

(水、电）

0.5
个

工

作

日

监督检查（1 个工作日）

接受一次综合监

督检查（工程质

量安全、水、电

对接）

水电接入服务（1个工作日）

水电接入服务

（含接入设计

方案确认、接入

设施验收、接通

水电，不含掘

路、伐树）

1个

工作

日

第四阶段——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阶段

（2 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

（1个工作日）

竣工备案

（1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

（1个工作日）

1个

工作

日

说明；

1.对于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仓储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全部实行告知承诺制。

2.费用：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水土保持补偿费、施工图审查费用、市政公用设施接入费用、不动产登记费，一律不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