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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饶 市 人 民 政 府
饶府字〔2022〕43号

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赋予上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清山风景名

胜区、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一号改革工程”，依法赋予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多审批权限，逐步剥离开发区社会事务管

理职能，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根据国务院、省政

府文件要求和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需要、自身发展需求等，

市政府决定调整赋予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目录

并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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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办理赋权相关手

续，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加强对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业务指导

和培训。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加强与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衔接，

依法承担认领事项的审批责任，依法向社会公布后实施；要进一

步提高承接能力、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推动实现“园区事、园

区办”。

《上饶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链审批

赋权清单的通知》（饶府字〔2018〕30 号）同时废止。

上饶市人民政府

2022年 11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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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赋予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市级经济管理
权限目录

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行政许可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2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

〔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

项目）

行政许可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赋予以下权限：市级权限内水

利项目、公路项目、旅游项目

独立公（铁）路桥梁、隧道项

目核准、电网工程核准

3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4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

质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5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6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7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

施审核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8 拆除、改动、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

施审核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9 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

需停止供水的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0 关闭、闲置、拆除城市环境卫生设

施许可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1 拆除环境卫生设施许可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2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

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3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

道施工审批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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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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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15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行政许可 市城市管理局

16 保安员证核发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17 民用枪支持枪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18 枪支及枪支主要零部件、弹药运输

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19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0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1 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

附近实施爆破作业审批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2 举办焰火晚会及其他大型焰火燃

放活动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3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4 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5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6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27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审验 行政许可 市公安局
赋予以下权限：机动车驾驶证

审验

28 对中国境内出生外国婴儿的停留

或者居留登记
行政确认 市公安局

29 对港澳台居民的暂住登记 行政确认 市公安局

3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31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32 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33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条件审查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34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35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行政许可 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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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36
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者举报安

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功人员的奖

励

行政奖励 市应急管理局

3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应急管理局

赋予以下权限：中央管理的总

公司省级总部其所属单位应

急预案以及其他生产经营单

位中涉及实行安全生产许可

应急预案的备案；露天非煤矿

山企业、具有三等以下尾矿

库、其它地下开采的非煤矿山

企业应急预案的备案；其它危

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危险化学

品使用企业，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化学品经营企业，危险化

学品储存并经营（含运输工具

加油站）以及专门从事仓储经

营企业应急预案的备案；烟花

爆竹批发经营企业和除礼花

弹以外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

应急预案的备案；冶金、有色、

建材等安全风险较大行业的

省属企业（上市公司）其子公

司（分公司、厂）及在设区市

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立项（备

案、审批、工商注册）建设的

冶金、有色、建材等行业企业

应急预案的备案

38 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核报同级政

府）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应急管理局

39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0 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1 水运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2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3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4 更新采伐护路林审批 行政许可 市交通运输局

45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行政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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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46 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

污口审批
行政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

47 排污许可 行政许可 市生态环境局

48 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价 行政确认 市生态环境局

49 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行政奖励 市生态环境局

50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

的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

51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

52 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

设备、工程和防止设施的申报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

53 排污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

赋予以下权限：较大、重大环

境风险企业和跨县级以上行

政区域的应急预案备案文件

的报送及备案

54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行政调解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生态环境局

55 夜间特殊需要连续作业证明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生态环境局

56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资

格认定
行政许可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赋予以下权限：作业人员资格

认定复审

57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许可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58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59 企业登记注册 行政许可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不含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

60 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业务审批 行政许可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61 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行政奖励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62 对举报直销违法行为有功人员给

予奖励
行政奖励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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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63 对举报传销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行政奖励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64 食品安全举报奖励 行政奖励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65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 行政裁决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赋予以下权限：未经专利权人

许可实施其发明专利纠纷处

理，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

实用新型专利纠纷处理，未经

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外观设

计专利纠纷处理

66
应请求对注册商标、世界博览会标

志、奥林匹克标志、特殊标志侵权

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其他行政

权力-行政

调解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赋予以下权限：应请求对注册

商标侵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应请求对世界博览会标志侵

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应请求

对奥林匹克标志侵权赔偿数

额进行调解，应请求对特殊标

志侵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67 专利纠纷调解

其他行政

权力-行政

调解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赋予以下权限：侵犯专利权的

赔偿数额纠纷调解，专利申请

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调解，发

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调解，

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

人奖励和报酬纠纷调解，在发

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

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

费用的纠纷调解，其他专利纠

纷调解

68 发卡企业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业务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商务局

69 单店营业面积在 3000平方米以上

的零售商 促销经营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商务局

70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商务局

71 商业特许经营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商务局

72 直销企业服务网点审查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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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赋权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市级实施机关 备 注

7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后土地

使用权分割转让批准
行政许可 市自然资源局

74 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设立、变更审批

及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政府金融办

赋予以下权限：交易场所变更

审批（变更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其他变更事项）

75 小额贷款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设立、

变更审批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政府金融办

赋予以下权限：传统小额贷款

公司变更审批（变更名称、变

更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股权

转让、变更注册资本金、修改

公司章程、其他变更事项）

76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

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备案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77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分

支机构、更改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或者终止经营书面报告

其他行政

权力-其他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22年 11月 2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