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省政府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职权事项目录（52项）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领
《山西省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域技术改造类固
（2014年省政府令第238号） 第二条 第六
定资产投资项目
条
竣工验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2015年修订）
电力需求侧项目 第六条
省经信委
管理
《电力供应和使用条例》（国务院令第196号 省财政厅
发布，2016年修订） 第二十九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2014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省经信委
符合国家产业政 疫总局令第156号) 第十条
《关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工作中严格执行国 省发改委
策项目的确认
家产业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质检监联
﹝2006﹞632号）

省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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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后，省经信委要利用在线监
测、现场核查等方式，加强对已
取得核准批复文件的项目和已备
案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取消

取消后，省经信委不再安排山西
省电力需求侧管理专项资金项
目，按照《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
（修订版）》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取消

取消后，省经信委不再对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项目进行确认，企业
在申办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时，
只需提交符合产业政策的自我申
明材料，或按规定由有关部门出
具的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备注

乳制品、酒类（包括白
酒、葡萄酒、啤酒、食
用酒精）、饮料、食用
油、肉制品、罐头、调
味品、淀粉制品等生产
许可涉及的产业政策确
认事权已下放至市级产
业政策工作部门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4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
公章刻制业特种
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发布，
行业许可证核发
2016年修订） 第37项

下放后，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通
过日常检查、暗访抽查等形式，
加强对公章刻制企业公章刻制备
下放至县级 案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
省公安厅
时采取整改措施；要对本辖区内
公安机关
印章刻制企业负责人、业务办理
人员进行业务指导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教育

5

对互联网营业场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管理条例》（国
所网络安全的核 务院令第363号发布，2016年修订） 第四条
准
第十一条

下放至市、 下放后，省公安厅要加强监督检
省公安厅 县级公安机 查，并加强对市县级公安机关的
关
业务指导，确保落实承接到位

6

下放后，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要加强对市级公安机关交通管
生产、生活必须
下放至市、 理部门相关交通秩序管理工作的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车辆限行区域的
省公安厅 县级公安机 业务指导；要通过翻看台账、实
法>办法》 第四十条
地检查等方式，加大抽查力度，
通行许可
关
不定期对各市车辆通行许可办理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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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审批后，省财政厅对资产评
估机构实行备案管理。省财政厅
要规范备案流程，实施公开管
理；要夯实监管信用基础，实施
诚信管理、社会监督，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备注

7

资产评估机构设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91
立审批
号）第九条

省财政厅

8

中小学高级教师
和基层医疗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委员会的
设立调整审批

《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
(国发〔1986〕27号）
《关于重新组建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有
关事项的通知》（人职发﹝1991﹞8号）

下放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要会同省教育厅、省卫生计生委
下放至设区
对中小学高级教师和基层医疗卫 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市人力资
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的设 评审委员会的设立调整
省人社厅
源社会保障
立调整工作进行监督指导。评委 审批”的部分内容
部门
会组建完成后，各市要向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
(国发〔1986〕27号）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试行办法》（人职发﹝
1994﹞14号）

下放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要会同省教育厅、省卫生计生委
负责中小学高级教师和基层医疗
下放至设区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
属“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市人力资 的监督管理，对评委会评审工作
任职资格评审结果审核
省人社厅
源社会保障 全过程进行随机抽查和巡查，进
公布”的部分内容
一步加大对评审违纪违规行为的
部门
查处力度。职称评审完成后，由
各市公布评审结果，并将评审结
果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备案

9

中小学高级教师
和基层医疗卫生
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评审结果审核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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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建设项目除噪声
和固体废物污染
10 防治设施外其他
环保设施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审批

11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 第十四条
省环保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
十四条

环境监测能力认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环境保
定
护总局令第39号) 第二十一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
企业“三同时”
（2012年环境保护部令第19号） 第四条
验收后污染源自
第七条
12
动监控设施新建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管理办法》（环
或更新后的验收
发﹝2008﹞6号） 第四条 第九条

省环保厅

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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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后，省环保厅要监督和指导
市、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按照属地
管理的原则，加强对本行政区域
内所有建设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

取消

取消后，省环保厅要全面建立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
健全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制度，建
立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防范和
惩治机制，确保监测数据全面、
准确、客观、真实

取消

取消后，省环保厅不再对自动监
测设备进行验收，按权限对验收
有关资料进行备案。监督企业在
规定时间内将安装的自动监测设
备与环保部门联网，确保依法规
范运行

备注

属“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审批”的部分
内容。部分取消后职权
名称修改为“建设项目
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审批”

序号

13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机动车环保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检测
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
用II类射线装置
十二条
、110千伏输变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
14
工程（跨市的除
十九条 第三十四条
外）环境影响评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价文件审批
第253号）第十二条

生产、销售、使
用II类射线装置
15
辐射安全许可证
核发

行使主体

省环保厅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后，省环保厅不再对在用车
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委托，不再对
其机构数量和布局进行控制，不
再核发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排放检验工作由通过计
量认证的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
定的规范依法开展。各级环保部
门要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
监管方式，加强监管，依法严肃
查处违法的排放检验机构

备注

属“核设施选址、建造
、运行、退役，核技术
应用，铀（钍）矿和伴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生放射性矿的开发、关
下放至设区
的业务指导并开展人员培训，确
闭，电磁辐射项目环境
的市环境保
保落实承接到位；强化执法检
省环保厅
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
护行政主管
查，开展全省督查，确保依法规
部分内容。下放后职权
部门
范办理
名称修改为“核与辐射
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二
下放至设区
的业务指导并开展人员培训，确
属“辐射安全许可证核
十八条
的市环境保
保落实承接到位；强化执法检查
省环保厅
发”的部分内容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护行政主管
、开展全省督查，确保依法规范
》（国务院令第449号） 第六条
部门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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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6

IV﹑V类放射性同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位素转让审批
》（国务院令第449号） 第二十条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下放至设区
的业务指导并开展人员培训，确
属“放射性同位素转让
的市环境保
保落实承接到位；强化执法检查
省环保厅
审批”的部分内容
护行政主管
、开展全省督查，确保依法规范
部门
办理

17

工业固体废物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报登记
》 第三十二条
第十二条

下放至县级 下放后，企业通过固体废物信息
省环保厅 环境保护行 系统填报，市县环保部门要加强
政主管部门 监督管理，确保依法规范办理

IV﹑V类废旧放射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源收贮备案
》（国务院令第449号） 第二十三条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属“国内转移放射性同
下放至设区
的业务指导并开展人员培训，确
位素备案”的子项“废
的市环境保
保落实承接到位；强化执法检查
省环保厅
旧放射源收贮备案”的
护行政主管
、开展全省督查，确保依法规范
部分内容
部门
办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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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IV﹑V类放射性同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19 位素转让完成后
》（国务院令第449号） 第二十一条
备案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属“国内转移放射性同
下放至设区
的业务指导并开展人员培训，确
位素备案”的子项“放
的市环境保
保落实承接到位；强化执法检查
省环保厅
射性同位素转让完成后
护行政主管
、开展全省督查，确保依法规范
备案”的部分内容
部门
办理

总装机容量30万
千瓦及以上燃煤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
20 发电企业在线自
（2012年环境保护部令第19号） 第八条
动监控设施拆除
或停运的批准

下放至设区
的市环境保
省环保厅
护行政主管
部门

乙级及以下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
21 建设项目招标代 订）第十四条
理机构资格核准

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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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下放后，省环保厅要加强对各市
的指导和培训，确保落实承接到
位；加强督查，确保依法规范办
理

取消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
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监管，
建立招标代理机构信息登记系
统，将企业基本信息和业绩信息
在我省建筑市场公共服务平台予
以公布，供业主单位参考。对发
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招标代理
机构及时予以通报，并将其违法
违规行为在建筑市场公共服务平
台发布

序号

职权名称

省内跨市行政区
域道路旅客运输
22 经营许可（旅游
、包车客运开
业）

职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
令第406号公布，2016年修订） 第十条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16
年交通运输部令第82号） 第三十七条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属“跨省、省内跨市行
政区域道路旅客运输经
营许可（包括班线、旅
下放至设区 下放后，省交通运输厅要做好工 游、包车客运开业）”
省交通运
的市道路运 作衔接，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 的子项。下放后职权名
输厅
称修改为“跨省行政区
输管理机构 和监管，确保落实承接到位
域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
可（包括班线、旅游、
包车客运开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
包车客运新增运 令第406号公布，2016年修订） 第十条
23
力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16
年交通运输部令第82号） 第三十七条

下放至设区 下放后，省交通运输厅要做好工
省交通运
的市道路运 作衔接，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
输厅
输管理机构 和监管，确保落实承接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
旅游客运新增运 令第406号公布，2016年修订） 第十条
24
力许可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16
年交通运输部令第82号） 第三十七条

下放至设区 下放后，省交通运输厅要做好工
省交通运
的市道路运 作衔接，加强对市县的业务指导
输厅
输管理机构 和监管，确保落实承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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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河道工程修建维 《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号发
25
护管理费
布,2017年修订）第三十九条

省水利厅

取消

取消后，省水利厅要加强政策宣
传解读，及时发布信息，做好舆
论引导，加强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16年修订）
草种检验员资格 第九十三条
26
认定
《草种管理办法》（2006年农业部令第56号
公布，2015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

省农业厅

取消

取消后，省农业厅要加强对草种
质量检验机构的监管，督促企业
做好检验人员的业务培训

取消

取消后，省林业厅要加强对各级
自然保护区试验区内开展的参观
、旅游活动的监管，同时强化对
自然资源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监督
检查

进入自然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167号发
27 实验区旅游活动
布，2017年修订） 第二十九条
的审批

省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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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序号

职权名称

省属五大煤炭集
团公司90万吨/年
及以下的煤矿
28
（含洗选煤厂）
设计、开工建设
审批

省属五大煤炭集
团公司90万吨/年
29
及以下的煤矿建
设项目竣工验收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第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
下放至设区
修订）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国务院令第393 省煤炭厅 的市煤炭行
政主管部门
号）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53号发布，2017年修订）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
订） 第三十一条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017年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0号） 第二十四
条

省属五大煤炭集
团公司90万吨/年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2003
30 及以下的煤矿建 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
设项目联合试运 察局第6号令） 第二十六条
转审批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属“属地监管的90万吨/
年以上及省属五大煤炭
下放后，省煤炭厅要加强对市级 集团的煤矿（含洗选煤
业务指导；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厂）设计、开工建设审
批”的部分内容。下放
运用信用体系和社会监督等手
后职权名称修改为“90
段，加强监督管理
万吨/年以上的煤矿（含
洗选煤厂）设计、开工
建设审批”

下放后，省煤炭厅要加强对市级
下放至设区 业务指导；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省煤炭厅 的市煤炭行 运用信用体系和社会监督等手
政主管部门 段，加强监督管理

属“属地监管的90万吨/
年以上及省属五大煤炭
集团的煤矿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的部分内容。
下放后职权名称修改为
“90万吨/年以上的煤矿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属“属地监管的90万吨/
年以上及省属五大煤炭
下放后，省煤炭厅要加强对市级
集团的煤矿建设项目联
下放至设区 业务指导；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合试运转审批”的部分
省煤炭厅 的市煤炭行 运用信用体系和社会监督等手
内容。下放后职权名称
政主管部门 段，加强监督管理
修改为“90万吨/年以上
的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
运转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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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省属五大煤炭集
团公司矿井重大
危险源评估报告
备案（原国家煤
31
炭工业局1998年
下放山西管理的
44座国有重点煤
矿除外）

职权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
订） 第三十七条
《山西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制度》（晋政
发﹝2008﹞30号） 第十条

煤矿建设项目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7年
32 业病危害预评价
修订） 第十七条
报告审核

瓦斯等级鉴定
（含突出矿井和 《煤矿安全规程》（2011年国家安监总局令
33
突出煤层的鉴
第37号，2016年修订） 第一百三十三条
定）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属“省属五大煤炭集团
矿井重大危险源评估报
下放后，省煤炭厅要加强对市级 告备案”的部分内容。
下放至设区 业务指导；强化备案后的监控管 下放后职权名称修改为
省煤炭厅 的市煤炭行 理工作；运用信用体系和社会监 “矿井重大危险源评估
报告备案（原国家煤炭
政主管部门 督等手段，加强监督管理
工业局1998年下放山西
管理的44座国有重点煤
矿）”

省煤炭厅

省煤炭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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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取消

取消后，省煤炭厅要加强职业卫
生“三同时”抽查检查，充分运
用信用体系和社会监督等手段，
加强监督管理

取消后，省煤炭厅对煤矿瓦斯等
级鉴定实行信息登记制度，加强
日常抽查检查，充分运用信用体
系和社会监督等手段，加强监督
管理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修
委托下放后，省、市质监部门要
订） 第四十一条
认真履行职责，采取“双随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下放至设区
一公开”抽查方式，严格日常监
重要工业产品生 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 第二条 第三条
省质监局 的市质量技
34
督检查，有效落实部门监管责任
第十一条
产许可
术监督部门
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事后监管
条例实施办法》（2014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156号） 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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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委托设区的市质监部门
行使重要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职权（含直接接触
食品的材料等食品相关
产品生产许可）。具体
产品目录为：砂轮、饲
料粉碎机械、建筑卷扬
机、钢丝绳、轻小型起
重运输设备、预应力混
凝土用钢材、预应力混
凝土枕、救生设备、特
种劳动防护用品、电线
电缆、耐火材料、建筑
钢管脚手架扣件、建筑
防水卷材、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
容器、汽车制动液、人
造板、化肥、直接接触
食品的材料等相关产品
19类

序号

职权名称

原国家质检总局
审批的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的初
35 审（国家产业政
策严控的建筑用
钢筋、水泥两类
产品除外）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440号） 第十一条
委托下放后，省、市质监部门要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下放至设区 认真履行职责，采取“双随机”
（2014年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56号） 第十五
省质监局 的市质量技 抽查，严格日常监督检查，有效
条 第二十三条
术监督部门 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公布实行
任，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生产许可证制度管理的产品目录的公告》
（2012年第181号公告）

第 13 页

备注

属“原国家质检总局审批
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
初审”的部分内容。委托
设区的市质监部门行使原
国家质检总局审批的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初审职
权。具体产品目录为：除
国家产业政策严控的建筑
用钢筋、水泥2类产品外
的轴承钢材、人民币鉴定
仪、防伪技术产品、集成
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
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
收设备、无线广播电视发
射设备、广播通信铁塔及
桅杆、防爆电气、燃气器
具、空气压缩机、港口装
卸机械、摩擦材料及密封
制品、公路桥梁支座、预
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水工金属结构、制冷设
备、内燃机等17类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制造、销售和进
口国务院规定废
除的非法定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7年修订）
省质监局
36 单位的计量器具
第十四条
和国务院禁止使
用的其他计量器
具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7年修订）
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 第十四条
制造计量器具许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监督管理办法》 省质监局
37
可证签发
（2007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104号）
第九条

38 产品质量鉴定

《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
法》（1999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令第4号） 省质监局
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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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后，各级质监部门要依据国
家相关管理规定，通过开展随机
抽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等方
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取消

取消后，各级质监部门要依据国
家相关管理规定，通过开展随机
抽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等方
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取消

取消后，省质监局在产品质量鉴
定工作中不再指定鉴定组织单
位，改由市场主体自主委托有资
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鉴定。各
级质监部门要依据国家相关管理
规定，通过开展随机抽查、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等方式，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

备注

属“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的子项，取消后，大
项名称修改为“计量器
具型式批准”

序号

职权名称

新药或仿制药品
临床试验申请、
生产申请（申
报）审批（包括
39
化学药品、中药
、预防用生物制
品、治疗用生物
制品）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5年修
订） 第三十一条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省食品药
发布，2016年修订） 第二十九条
品监管局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07年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令第28号） 第五十二条 第七
十六条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发布，
组建图书出版集 2016年修订） 第十二条
省新闻出
40
团初审
《图书出版管理规定》（2008年新闻出版总 版广电局
署令第36号） 第十八条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发布，
2016年修订） 第十二条
地方报刊出版单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新闻出版总 省新闻出
41 位组建报业、期
版广电局
署令第31号） 第二十三条
刊集团初审
《报纸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新闻出版总
署令第32号）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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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后，药品注册申请人直接向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
心提交申报资料，由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统一
组织全国药品注册检查资源实施
现场核查

取消

取消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要建
立完善图书出版相关监管制度，
通过开展随机抽查、专项检查、
质量评估、年检年审等，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发现图书违法出版
行为的，依法进行查处

取消

取消审批后，由省级新闻出版广
电行政部门建立完善报刊出版相
关监管制度，通过开展随机抽查
、专项检查、内容审读、年检年
审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
报刊违法出版行为的，依法进行
查处

备注

序号

42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涉及出版互联网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省新闻出
信息服务审核
292号发布，2011年修订）第五条 第十八条 版广电局

互联网出版单位
变更地址、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 《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3号发布， 省新闻出
43
版广电局
负责人，或者终 2016年修订） 第十七条
止出版经营活动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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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取消

取消审批后，出版单位从事网络
出版服务的，按照《网络出版服
务管理规定》的审批条件和规
定，申领《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省级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
要建立完善网络出版相关监管制
度，通过开展随机抽查、专项检
查、年检年审等，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发现网络违法出版行为
的，依法进行查处

取消

取消后，网络出版单位按照《网
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的条件和
程序办理事项变更手续。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要建立完善网络出版
相关监管制度，通过开展随机抽
查、专项检查、年检年审等，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发现网络违法
出版行为的，依法进行查处

备注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音像制品批发单
位变更地址、法
定代表人或者主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1号公 省新闻出
44
版广电局
要负责人，或者 布，2016年修订） 第三十三条
终止经营活动备
案

45

光盘设备投产验 《复制管理办法》（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令
收
第42号）第十三条

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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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取消

取消后，音像制品批发单位按照
《出版管理条例》和《出版物市
场管理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
事项变更手续。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要建立完善出版物市场相关监
管制度，通过开展随机抽查、专
项检查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进行
查处

属“出版物批发、印刷
、复制、制作单位变更
名称、地址、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
者终止经营活动备案”
的子项。取消后大项名
称修改为“出版物印刷
、复制、制作单位变更
名称、地址、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
者终止经营活动备案”

取消

取消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要进
一步完善复制单位审批工作程
序，建立健全出版物复制相关监
管制度，通过开展随机抽查、专
项检查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进行
查处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省安监局保留： 1.国
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 核 准 、 备 案 ） 的 ； 2.
省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
部门审批（核准、备案）
的；3.涉及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
化 工 工 艺 的 ； 4. 涉 及 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
点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
毒气体、液化气体、易燃
危险化学品（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
下放至设区 下放后，省安监局要及时做好工 液体、爆炸品，且构成重
危险化学品长输 订） 第三十条
的市安全生 作衔接，强化对下放项目的监督 大危险源的；5.涉及国内
46 管道）生产、储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省安监局
产监督管理 指导，落实监管措施，加大执法 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的；
存建设项目的安 （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
6. 生 产 剧 毒 化 学 品 的 ；
力度，确保监管到位
部门
全设施设计审查 号，2015年修订）第三条
7.跨设区市的。
下放市级项目：除《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由
国务院审批（核准、备
案）的，以及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及上述7项由省
安监局负责实施安全审查
以外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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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省 安 监 局 保 留 ： 1.
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核准、备案）的；2.省
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
门审批（核准、备案）
的；3.涉及国务院应急管
理部公布的重点监管危险
化工工艺的；4.涉及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公布的重点
监管危险化学品中的有毒
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下放至设区 下放后，省安监局要及时做好工 体、爆炸品，且构成重大
危险化学品（含
591号）第十二条
的市安全生 作衔接，强化对下放项目的监督 危险源的；5.涉及国内首
危险化学品长输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省安监局
47
产监督管理 指导，落实监管措施，加大执法 次使用的化工工艺的；6.
管道）建设项目
（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
生产剧毒化学品的；7.跨
力度，确保监管到位
部门
安全条件审查
号，2015年修订）第三条
设区市的。
下放市级项目：除《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的由
国务院审批（核准、备
案）的，以及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及上述7项由省
安监局负责实施安全审查
以外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

占地面积在100亩
以下的建设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
48 选址意见审查
订）第二十九条
（含文物调查、
勘探）

下放后，省文物局要做好对市级
下放至设区 文物部门的业务指导；要按照《
省文物局 的市文物行 山西省文物局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改革试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制
政部门
度》规定做好事中事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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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前期选址意见审查”的
部分内容。下放后职权
名称修改为“占地100亩
以上的建设工程选址意
见审查（含文物调查、
勘探）”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行使主体

改革意见

工作衔接和事中
事后监管措施

省中小企
省中小微企业品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业局
牌发展的奖励
法>办法》 第十八条
省财政厅

取消

今后不再组织此类表彰奖励

省中小微企业及
省中小企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50 服务业发展项目
业局
法>办法》 第五条
资金核拨
省财政厅

取消

取消后，省中小企业局要做好相
关工作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省中小企业成长
省中小企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51 工程专项资金核
业局
法>办法》 第五条
拨
省财政厅

取消

取消后，省中小企业局要做好相
关工作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17
省中小企
劳动密集型和科
年修订） 第十条
业局
52 技型小微企业财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
省财政厅
政补助资金核拨
法>办法》 第五条

取消

取消后，省中小企业局要做好相
关工作衔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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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