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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山县安全生产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
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

申请
县级 乡级

1
行政
审批

非煤
矿矿
山安
全生
产许
可证
核发

承诺时限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监督方式
救济途径
申请材料
受理方式
受理地点
办理时限

事项办理方式
处理意见

（保留、取消、
调整、新增）
处理依据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20号，2009年6月8
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条第三款：“省级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可以
委托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实施非煤矿矿山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

管理工作”
2.《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云审改办发〔2017〕1
号）《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调整下放非煤矿山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云安监管〔2017〕2号），
第二、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发：州级安监部门负
责中型、小型非煤矿山；设计
等别为四等、五等的尾矿库；
具有钻探、坑探资质的地质勘
探单位；具有矿山工程总承包
资质的采掘施工企业的安全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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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许可证核发。
3.《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文

山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2018.03版）》的通知》(文
审改办发〔2018〕4号)、《文
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
于贯彻执行文山州行政许可
事项目录的通知》（文安监发
〔2018〕31号），县级安全监
管部门负责下列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1.中型、小
型非煤矿山(含矿山附属选矿
厂及排土场)；2.设计等别为
四等、五等的尾矿库；3.地质
勘探项目坑探工程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发。

2
行政
审批

非煤
矿山
建设
项目
安全
设施
设计
审
查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
监总局令第36号。2015年4月2
日77号令修改，2015年5月1
日起施行）第五条第二款：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在
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范
围内承担本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
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
同时”的监督管理。2.《云南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
调整下放非煤矿矿山安全生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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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云
安监管〔2017〕2号）(二)州、
市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下列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中型、小型非煤
矿矿山(含矿山附属选矿厂及
排土场)；设计等别为四等、
五等的尾矿库；地质勘探项目

坑探工程。
3.《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文

山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2018.03版）》的通知》(文
审改办发〔2018〕4号)、《文
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
于贯彻执行文山州行政许可
事项目录的通知》（文安监发
〔2018〕31号），县级安全监
管管理部门负责下列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1.中
型、小型非煤矿矿山(含矿山
附属选矿厂及排土场)；2.设
计等别为四等、五等的尾矿
库；3.地质勘探项目坑探工

程。

3
行政
审批

危险
化学
品建
设项
目安
全条
件审
查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20号，2009年6月8
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条第三款：“省级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可以
委托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实施非煤矿矿山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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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管理工作”
2.《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云审改办发〔2017〕1
号）《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关于调整下放非煤矿山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的通
知》（云安监管〔2017〕2号），
第二、关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发：州级安监部门负
责中型、小型非煤矿山；设计
等别为四等、五等的尾矿库；
具有钻探、坑探资质的地质勘
探单位；具有矿山工程总承包
资质的采掘施工企业的安全

生产许可证核发。
3.《文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文

山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2018.03版）》的通知》(文
审改办发〔2018〕4号)、《文
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
于贯彻执行文山州行政许可
事项目录的通知》（文安监发
〔2018〕31号），县级安全监
管部门负责下列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计审查：1.中型、小
型非煤矿山(含矿山附属选矿
厂及排土场)；2.设计等别为
四等、五等的尾矿库；3.地质
勘探项目坑探工程安全生产

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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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
审批

危险
化学
品建
设项
目安
全设
施设
计审
查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十号公布2014年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
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

入建设项目概算。
部门规章：⑴《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第
十二条本办法第七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第
(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
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审查申请。
⑵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
局令第45号）第十六条建设单
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完成后、详细设计开始前，向
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意见书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设计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
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①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6

请书及文件；②设计单位的设
计资质证明文件（复制件）；
③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

篇。

5
行政
审批

金属
冶炼
建设
项目
安全
设施
设计
审查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十号公布2014年8月
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
行。）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
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以下统称建设项目)的安全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
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

入建设项目概算。
部门规章：《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第
十二条本办法第七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第
(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完成后，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
规定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审查申请。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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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
审批

非药
品类
易制
毒化
学品
经营
许可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
六十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
生产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
括批准、核准、许可、注册、
认证、颁发证照等，下同）或
者验收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和程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
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
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
动的，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
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
予以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
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
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

当撤销原批准。”
行政法规：《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条例》(2005年8月17日国务
院令第445号)第十三条：“生
产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
品的，应当自生产之日起30
日内，将生产的品种、数量等
情况，向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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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备案。经营第二类易制毒
化学品的，应当自经营之日起
30日内，将经营的品种、数量、
主要流向等情况，向所在地的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经营第
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自
经营之日起30日内，将经营的
品种、数量、主要流向等情况，
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前
两款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于收到备案材料的当日发

给备案证明。”

7
行政
审批

危险
化学
品经
营许
可证
核发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
六十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
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括批
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
颁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
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
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对未
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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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
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对已
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负责
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不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

销原批准。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2011年2月16日
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
通过）第三十三条：“国家对
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
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
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经营危险化学品。”第三十五
条：“从事剧毒化学品、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
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
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
施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
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
四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对申请
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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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
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
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
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部门规章：《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监
总局令第55号，2015年3月23
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
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
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
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
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经营危险化学品。第九条申请
人申请经营许可证，应当依照
本办法第五条规定向所在地
市级或者县级发证机关（以下
统称发证机关）提出申请，提
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
实性负责：（一）申请经营许
可证的文件及申请书；（二）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的目录清单；（三）企
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
格证书（复制件）和其他从业
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四）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
或者租赁证明文件（复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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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
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
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复制
件）；（六）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复制
件）。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
化学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一）储存
设施相关证明文件（复制件）；
租赁储存设施的，需要提交租
赁证明文件（复制件）；储存
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需
要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二）
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
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者危险
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
资格证书（复制件）；（三）
安全评价报告。《云南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危险化
学品经营行政许可有关事项
的通知》（云安监管〔2013〕
13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的
管辖第（四）：“储存危险化
学品数量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由县
（市、区）安全监管局负责经
营许可证的审批、颁发”。《文
山州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文山州
行政许可事项目录（2018.03
版）》的通知，文改办发【2018】
4号。《砚山县人民政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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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梳
理完善和报送权责清单事项
目录的通知》砚审改办发

【2018】3号；《文山州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执
行文山州行政许可事项目录
的通知》文安监发【2018】31
号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除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令第45号）第四条和
《云南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公告第32号)第四条第一款规
定以外的建设项目。除涉及国
家应急管理部公布的重点监
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中的有毒气体、液化
气体、易燃气体、爆炸品、且
构成重大危险源以外的其他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
目的企业申请新办、延期、变
更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8
行政
审批

烟花
爆竹
经营
（零
售）
许可
证核
发

一、责任事项
二、追责情形
三、追责依据
四、监督方式
五、救济途径
六、申请材料
七、受理方式
八、受理地点
九、办理时限

十、事项办理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2014年8月31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
六十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涉及安全生产
的事项需要审查批准（包括批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

砚山县
应急管
理局

●县政府网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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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十一、处理意见
十二、（保留、
取消、调整、新

增）
十三、处理依据

准、核准、许可、注册、认证、
颁发证照等，下同）或者验收
的，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
序进行审查；不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对未
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合格
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
负责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
取缔，并依法予以处理。对已
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负责
行政审批的部门发现其不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

销原批准。
行政法规：《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2006年1月11日国
务院令第455号）第十九条：
“申请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
经营者，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
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条
件的有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提
交的有关材料和经营场所进
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

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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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证实施办法》（2013年9月
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第65号令）第五条：“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颁发和
管理，实行企业申请、分级发
证、属地监管的原则。县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以下简称县级安全监管
局，与市级安全监管局统称发
证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零
售经营布点规划与零售许可
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