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1 办事指南
申报材料清单、批准流程
、办理时限、受理机构联
系方式、申报要求等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
》（中办发〔2016〕8 号）《关于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7〕94 号）

实时公开 高新区有关审批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 办理过程信息
事项名称、事项办理部门
、办理进展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及时公开 高新区有关审批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项目单位 √

3 咨询监督
咨询电话、监督投诉电话
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实时公开 高新区有关审批部门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4
政府投资项目

建议书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批复单位、项目
名称、项目统一
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5
政府投资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

告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单位、
批复文号、项目名称、项
目统一
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6
政府投资项目
初步设计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单位、批复文号、项目
名称、项目统一
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重庆高新区重大建设项目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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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服务信息

批准结
果信息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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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

核准结果、核准时间、核
准单位、核准文号、项目
名称、项目统一
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8
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

备案号、备案时间、备案
单位、项目名称、项目统
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9 节能审查
审查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单位、批复文号、项目
名称、项目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0 选址意见书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1
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

预审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综合执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2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批准结
果信息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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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建设用地（含
临时用地）规
划许可证核发

审核结果、建设用地（含
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号
、许可时间、发证机关、
项目名称、项目统一
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综合执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4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核发

审核结果、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号、许可时间、发
证机关、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综合执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5
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

证核发

审核结果、乡村建设规划
许可证号、许可时间、发
证机关、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6
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

证核发

审核结果、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号、施工许可日期
、发证机关、项目名称、
项目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7
招标事项
审批核准

结果

审批部门、批复时间、招
标方式、项目名称、项目
统一代码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18
取水许可

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批复文件标题、
项目名称、项目统一代码
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批准结
果信息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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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

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批复文件标题、
项目名称、项目统一代码
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0
洪水影响评价

审批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批
复文号、批复文件标题、
项目名称、项目统一代码
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1
招标投
标信息

招标投标

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
示、中标结果公示、合同
订立及备案情况、招标投
标违法处罚信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招投公告
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招标人及
其招标代理机构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2
征收土
地信息

征收土地信息

征地告知书以及履行征地
报批前程序的相关证明材
料、建设项目用地呈报说
明书、农用地转用方案、
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
方案、供地方案、征地批
后实施中征地公告、征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土地利用
事务中心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4
施工有
关信息

施工管理服务

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人
员、审查结果、审查时
限，项目法人单位及其主
要负责人信息，设计、施
工、监理单位及其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信息、
资质情况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25
质量安
全监督

信息
质量安全监督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其联
系方式、质量安全行政处
罚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批准结
果信息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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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竣工有
关信息

竣工验收审批
（备案）

竣工验收时间、竣工验收
结果，竣工验收备案时间
、备案编号、备案部门等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意见》《关于推
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

信息形成20 个工作
日内公开；其中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事项
应自作出行政决定
之日起7 个工作日
内公示

重庆高新区建设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渝快办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信用平台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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