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实施机关 目录项名称 实施项名称

1 市档案局 档案馆设置备案 档案馆设备备案

2 市档案局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

3 市委统战部
宗教教职人员跨市（区）担任或者离任宗

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跨市（区）担任或者离任宗

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

4 市委统战部
宗教教职人员跨市（区）主持或者参与主

持宗教活动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跨市（区）主持或者参与主

持宗教活动备案

5 市发改委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0亿元以上）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10亿元以上）

6 市发改委 外商投资项目备案（5亿美元以下） 总投资5亿美元以下外商投资项目备案

7 市发改委 光伏电站项目备案 光伏电站项目备案

8 市工信局 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告知备案 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告知备案

9 市工信局 煤矿企业应急预案告知性备案 煤矿企业应急预案告知性备案

10 市住建局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

11 市住建局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和变更使用备案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备案

12 市住建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13 市住建局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和变更使用备案 人民防空工程变更使用备案

14 市住建局 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 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备案

15 市住建局 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首次安装前备案 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或首次安装前备案

16 市住建局 书面评标报告备案 书面评标报告备案

17 市住建局 最高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最高限价及其成果文件备案

18 市住建局 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备案 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备案

19 市住建局 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备案

20 市住建局 人防工程档案备案 人防工程档案备案

21 市交通局
从事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的经

营者备案
从事货运代理(代办)等货运相关服务的经

营者备案

22 市交通局
国内建造普通货船；国内购置或光租普通

货船投入运营备案
国内新增普通货船运力运营备案

安康市市级行政备案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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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交通局

水路运输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股东
发生变化，固定的办公场所发生变化，海
务、机务管理人员发生变化，与其直接订
立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的比例发
生变化，企业经营的船舶发生重大安全生
产事故，委托的船舶管理企业发生变更或

者委托管理协议发生变化的备案

水路运输企业基本情况变动备案

24 市交通局
港口建设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招

标备案
港口建设项目（含新建、改建、扩建）招

标备案

25 市交通局 内河通航水域安全作业报备 内河通航水域安全作业报备

26 市交通局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设立分公司备案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设立分公司备案

27 市交通局
在外省注册的货运经营者在本省境内从事

货运经营活动一个月以上的备案
在外省注册的货运经营者在本省境内从事

货运经营活动一个月以上的备案

28 市交通局

水路运输（辅助）业务经营活动停止经营
部分或者全部班轮航线备案；水路货物班
轮运输业务经营者经营的船舶以及班期、
班次和运价；变更班期、班次、运价或者

停止经营部分或者全部班轮航线备案

水路运输及辅助业务经营活动变更备案

29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同许可中的备

案）

3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 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

3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 非公司企业法人备案事项

3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

3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备案 合伙企业备案事项

3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备案

3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备案 个人独资企业备案事项

36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备案 公司备案登记事项

3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进口药品备案 进口药品备案

38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 艺术考级机构考级情况备案

39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

用途的备案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或者改变

用途的备案

40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市级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备案 市级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的备案

41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可移动文物定级的备案

42 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文物收藏单位藏品档案备案

43 市公安局 机动车登记信息变更备案 机动车登记信息变更备案

第 2 页



44 市公安局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
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接入国

际联网备案

互联单位、接入单位、使用计算机信息网
络国际联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接入国

际联网备案

45 市公安局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

的配备情况的备案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

的配备情况的备案

46 市司法局 市级律师协会章程备案 市级律师协会章程备案

47 市自然资源局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和资质备案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和资质备案

48 市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抵押备案 采矿权抵押备案

49 市生态环境局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备案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登记备案

50 市商务局 规模发卡企业备案 规模发卡企业备案

51 市卫健委
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一级、二级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新（改、扩）建备案
与人体健康有关的一级、二级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新（改、扩）建备案

52 市应急管理局
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

案

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
和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

案

53 市应急管理局
生产经营单位（煤矿除外）应急预案的备

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

54 市水利局
中型水库和重点小型水库汛期安全调度运

用计划审批
中型水库和重点小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审批与备案

55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法人验收质量评定结论核备 水利工程法人验收质量评定结论核备

56 市水利局 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相关资料备案 拆除工程和爆破工程相关资料备案

57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保证安全生产措施方案的备案 水利工程保证安全生产措施方案的备案

58 市气象局
为开展气象信息服务而进行气象探测的备

案
为开展气象信息服务而进行气象探测的备

案

59 市教体局 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的备案 校车安全管理责任书的备案

60 市教体局 民办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民办中小学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

案

61 市教体局 民办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

度的备案

62 市教体局 民办学校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民办高中建立学籍和教学管理制度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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