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投资项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审批事项清单

事项名称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核发（含质量监督注
册、安全监督备案、建
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

类别

依据（包括设定依据和实施依据）
文件

条款

第七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
《中华人民共和 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
国建筑法》2011 年 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
型工程除外。
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
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
可证。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
可证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
施工措施的资料。
《建设工程安全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
生产管理条例》国 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
务院令第 393 号 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
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
门备案。
行政许可
《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
管理条例》国务院 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
令第 279 号
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
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
《民用建筑节能 本条例的规定以及本级人民政府规定
条例》国务院令第 的职责分工，负责民用建筑节能的有
530 号
关工作。
第十三条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
应当按照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对
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经审查不
符合民用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不
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北京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
第三部分 第四款 中央工程服务处。
（北京市人民政
负责中央国家机关、驻京部队、中央
府住房制度改革
企事业单位在京审批类工程项目登记
办公室）主要职责
备案。
内设机构和人员
编制规定的通知》
（京政办发
〔2009〕56 号）
《建设工程质量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
管理条例》（国务 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
院令第 279 号） 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中央、军队在京（自有
非行政许可 《北京市人民政
用地）建设项目备案通
府办公厅转发市
审批
知书核发
编办等部门关于
梳理和规范本市 附件 1 第五条第一款 中央、军队在
固定资产投资项 京项目到建设部门办理建设项目登记
目办理流程意见 备案（3 个工作日）。
（试行）的通知》
（京政办发
〔2006〕40 号）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优化完善
附图五 政府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
本市固定资产投
项目（自有用地）（审批类项目）发
资项目办理流程
展改革部门批复项目建议书或建设部
及相关工作机制
门办理建设项目备案通知书。
的通知》（京政发
〔2011〕34 号）
《中华人民共和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
国城乡规划法》 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
2007 年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
后，……
《北京市人民政
中央、军队在京建设项
非行政许可 府办公厅转发市
目选址意见通知书核
编办等部门关于
审批
发
梳理和规范本市 附件一第四条第一款 中央、军队在京
固定资产投资项 项目到建设部门办理选址意见通知
目办理流程意见 书。
（试行）的通知》
（京政办发
〔2006〕40 号）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优化完善 附图四 政府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
本市固定资产投 项目（新征占用地）（审批类项目）
资项目办理流程 发展改革部门批复项目建议书（发函
及相关工作机制 取得规划部门函复）或建设部门办理
的通知》（京政发 选址意见通知书。
〔2011〕34 号）
《中华人民共和 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
国城乡规划法》 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
2007 年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
后，……
《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转发市 附件一第四条第二款 发展改革部门
编办等部门关于 （建设部门)根据需要，依据环保、国
梳理和规范本市 土、卫生、文物等部门的许可文件或
中央、军队在京建设项
固定资产投资项 审查同意的有关文件，以及交通影响
非行政许可
目征地计划通知书核
目办理流程意见 评价审查意见，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
发
（试行）的通知》（20 个工作日）(办理征地计划通知
（京政办发
书，5 个工作日)。
〔2006〕40 号）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优化完善
附图四 政府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
本市固定资产投
项目（新征占用地）（审批类项目）
资项目办理流程
发展改革部门批复可研报告或建设部
及相关工作机制
门办理征地计划通知书。
的通知》（京政发
〔2011〕34 号）
《建设工程质量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
管理条例》（国务 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
院令第 279 号） 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北京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转发市
中央、军队在京建设项
非行政许可 编办等部门关于
目施工计划通知书核
梳理和规范本市 附件 1 第五条第四款 中央、军队在
审批
发
固定资产投资项 京项目到建设部门办理年度施工计
目办理流程意见 划。
（试行）的通知》
（京政办发
〔2006〕40 号）

招标人自行招标条件
备案

施工招标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备案

招标文件备案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优化完善
第一条第二款第三项 将发展改革部
本市固定资产投
门和建设部门审批办理年度投资计划
资项目办理流程
（施工计划）环节调整至办理建设工
及相关工作机制
程施工许可证手续之前。
的通知》（京政发
〔2011〕34 号）
关于印发《北京市
征收城市基础设 第六条第二款 按照计划转正审批权
施建设费暂行办 限，分别由以下部门核定城市基础设
法》的通知（京计 施建设费缴纳数额：中央及军队在京
投资字〔2002〕 建设项目，由市建委核定。
1792 号）
《中华人民共和 第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国招标投标法》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
1999 年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非行政许可 《房屋建筑和市 第十二条 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
政基础设施工程 事宜的，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
审批
施工招标投标管 出投标邀请书的 5 日前，向工程所在
理办法》（建设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
令第 89 号）
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中华人民共和
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国招标投标法》
十五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
1999 年
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四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
非行政许可
《房屋建筑和市
的工程，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
审批
政基础设施工程
日起 15 日内，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施工招标投标管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
理办法》（建设部
交施工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
令第 89 号）
告。……
《房屋建筑和市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
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
施工招标投标管 同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
理办法》（建设部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令第 89 号）
门备案。
非行政许可
第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招标项目
《北京市建设工
审批
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依法必
程招标投标监督
须进行施工、监理和与工程建设有关
管理规定》（北京
的重要设备、材料采购招标的建设工
市人民政府令第
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
122 号）
时，向市建委或者区、县建委备案。

《关于进一步加
第二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施工、监理和
强和规范建设工
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招标时，
程招标投标工作
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应当报市、
的通知》（京建法
区（县）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备案。
〔2011〕1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