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市级政府部门（单位）取消的行政职权事项（8 项）
序号

职权
部门

1

市人
社局

2

市统
计局
市环
保局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其他类别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企业类)

行政处罚

聘请、任用未取得统计从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
作的处罚

其他类别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资金
管理

3
市环
保局

其他类别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资金
管理

职权依据

备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 年）
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
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用人
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终止
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 年）
部分取消，已五
第六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
证合一。
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有用人单位代扣
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无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
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六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按照该
单位上月缴费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缴费单位补办申报手续
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算。
【部门规章】《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2007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 10 号）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条的规定，聘请、任用未取得统计从
取消
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统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限期改
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部门规章】《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9]165
号）
第十二条 专项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县级财政、环保部门应加强专项
资金拨付工作的审核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专项核算，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等九项制度的通知》（宁环农办 [2011]51 号）
第十条 各市、县（区）都应设立“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资金专户”，实
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并报自治区财政厅国库管理机构备案。收到资金后，要

序号

4

5

6

职权
部门

市统
计局

市统
计局

市审
批局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行政处罚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统计从业
资格或涂改、转让、出租、出
借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处罚

行政处罚

伪造、涂改、转借或者擅自
印制《统计登记证》及其副
本和《建设项目统计登记
证》的处罚

其他类别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初审

职权依据

备注

及时将资金转入专户。
第十五条 市、县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部门建立健全监管制度，
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确保专项资金按规定使用。

取消,阶段性工

【部门规章】《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2007 年国家统计局令第 10 号）
第二十八条 已取得统计从业资格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一）涂改、转让、出租、出
借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二）向负责监督检查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隐
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情况的；
（三）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统计局和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可以依
法撤销已经授予的统计从业资格：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授予统计从业资
格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授予统计从业资格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
作出授予统计从业资格决定的；
（四）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
请人授予统计从业资格的；
（五）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统计从业资格的；
（六）依法可以撤销统计从业资格的其他情形。因前款所列情形被依法撤销统计从
业资格的人员，其已取得的统计从业资格证书应当依法予以收回。
【地方政府规章】《银川市统计登记管理办法》
（2002 年市政府令第 131 号）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伪造、涂改、转借或者擅自印制《统计登记证》及其
副本和《建设项目统计登记证》的，由市、县人民政府统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
严重的，处以 1000 元至 10000 元罚款。
【行政法规】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8 号修
改）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
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地方性法规】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2011 年
修改）第八条第一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未取得资质证书的，
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规范性文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实施细则（修

作，目前自治区
已停止。

取消

取消，文件废
止，银政发
（2016）45 号。

取消，自治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进一步简化行
政审批程序的通
知 》（ 宁 建 发
[2016]9 号）已明
确取消。

序号

职权
部门

7

市安
监局

8

市安
监局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其他类别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审核、备案

其他类别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防护设
施审核、备案、验收

职权依据

备注

订）》
（宁建（住房）字[2009]1 号）第四条第一款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本细
则规定的资质条件申请房地产开发资质，经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
2.《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划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审批事项的通知》
（银政发[2014]216 号）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 年修订）
第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以下统称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应当向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作出审核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预评价报告未经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
【部门规章】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012 年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
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
区域内的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实施监督管理，具体办法由省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制定，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责的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
管理工作委托下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第六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程度，按照下列规定
对其实行分类监督管理：（一）职业病危害一般的建设项目，其职业病危害预评
价报告应当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职业病防护设施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
竣工验收，并将验收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二）职业病危害较重
的建设项目，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职业
病防护设施竣工后，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验收；（三）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其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职业
病防护设施设计应当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后，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组织验收。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011 年修订）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所需费用应当纳入建设项目工程预
算，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职业病危害严重
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计，应当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符合国家职业

取消，《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2016
年修订）取消审
核；《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关于调
整行政许可事项
做好后续工作的
通知》予以确
认。自治区《关
于调整 56 项行政
职权事项的决
定》(宁政发
（2016)105 号）
也取消了该事项

取消，《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2016
年修订）取消审

序号

职权
部门

职权类型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备注

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施工。
【部门规章】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2012 年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51 号）
第二十条 对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完成职业病防护设施
设计专篇评审后，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的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二）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文件（复印
件）;（三）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四）建设单位对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专篇的评审意见；
（五）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影
印件）;（六）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的批复文件（复印件）;（七）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核；《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关于调
整行政许可事项
做好后续工作的
通知》予以确
认。自治区《关
于调整 56 项行政
职权事项的决
定》(宁政发
（2016)105 号）
也取消了该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