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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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1 
涉路施工活

动许可 

1、因修建铁路

等占用、挖掘

公路或者使公

路改线的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 月 28日主席令第 19号修正）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因修建铁路、机场、电站、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

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影响

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

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五条 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的，以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

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

所修建、架设或者埋设的设施应当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的要求。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

补偿。 

第五十五条 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建设。 

第五十六条 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需要在

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的，应当事先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前款规定的建

筑控制区的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保障公路运行安全和节约用地的原则，依照国务院的规定划

定。建筑控制区范围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前款规定划定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设

置标桩、界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擅自挪动该标桩、界桩。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3 月 7日国务院令第 593 号） 

第二十七条 进行下列涉路施工活动，建设单位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一）因修建铁路、机场、供电、水利、通信等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或者使公路改线；

（二）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三）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四）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五）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 

（六）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 

（七）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2、穿、跨越公

路修建桥梁等

或者架设、埋

设管线等设施

的许可 

3、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架设、

埋设管道、电

缆等设施的许

可 

4、利用公路桥

梁、公路隧道、

涵洞铺设电缆

等设施的许可 

5、利用跨越公

路的设施悬挂

非公路标志的

许可 

6、在公路上增

设或者改造平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面交叉道口的

许可 

7、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埋设

管道、电缆等

设施的许可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8、因施工需分

流、中断公路

交通的许可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公路条例》（2012年 1 月 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0号） 

第四十一条 占用、挖掘公路，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或者增设平交道口的，

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施工路段现场管理方案，设置规范、清晰、齐全的施工标志和安全标志，加强现场管理。公

路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施工路段现场的监督管理。前款规定的施工需要分流或者中断交通的，应当报经公路管

理机构和公安机关批准并发布公告。 

9、从事危及公

路桥梁安全活

动的许可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3 月 7日国务院令第 593 号） 

第十九条 禁止擅自在中型以上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 1000米范围内抽取地下水、架设浮桥以及修建其

他危及公路桥梁安全的设施。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需进行抽取地下水、架设浮桥等活动的，应当经水行政

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等有关单位会同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并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方可进行。 

第二十一条：在公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下游各 500米范围内依法进行疏浚作业的，应当符合公路桥梁安全要

求，经公路管理机构确认安全方可作业。 

2 

在公路用地

内设置公路

标志以外的

其他标志的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年 8月 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

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五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

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志。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公路条例》（2012年 1 月 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0号）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公路标志以外的其他标

志。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3 

更新采伐公

路用地上的

树木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09年 8 月 27日主席令第 18号修正) 

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

可证。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 月 28日主席令 2004年第 19号修正）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 公路用地上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需要更新砍伐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同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完成更新补种任务。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3 月 7日国务院令第 593 号） 

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采伐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申

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伐，并及时补种；不能及时补种的，应当交纳补种所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

种。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公路条例》（2012年 1 月 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0号） 

第三十二条 公路管理机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公路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绿化规划和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的要求，因

地制宜地种植花草树木，绿化、美化公路。公路两侧的树木不得任意砍伐。因树木更新和其他需要必须砍伐

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并更新补植。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4 
公路超限运

输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 月 28日主席令 2004年第 19号修正） 

第五十条 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汽车渡船的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车辆，不得在有限定

标准的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不得使用汽车渡船。超过公路或者公路桥梁限载标准确需行驶

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要求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运载不可解体的超限物

品的，应当按照指定的时间、路线、时速行驶，并悬挂明显标志。运输单位不能按照前款规定采取防护措施

的，由交通主管部门帮助其采取防护措施，所需费用由运输单位承担。 

【行政法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年 3 月 7日国务院第 593号） 

第三十五条 车辆载运不可解体物品，车货总体的外廓尺寸或者总质量超过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的

限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确需在公路、公路桥梁、公路隧道行驶的，从事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公路

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公路条例》（2012年 1月 12日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

省公路条例〉的决定》第 4 次修正）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在公路、公路桥梁上或者公路隧道内行驶以及使用汽车渡船的车辆，应当遵守国家制定的公路限

载、限高、限宽、限长标准的规定；公路交通标志有特别限制的，应当按照特别限制标准行驶。载运不可解体物品的车

运输单位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辆，确需超限行驶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申请公路超限运输许可。因超限运输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5 

铁轮车、履

带车和其他

可能损害公

路路面的机

具行驶公路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 月 28日主席令 2004年第 19号修正） 

第四十八条 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公路上短距离行驶外，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

的机具，不得在公路上行驶。确需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同意，采取有效的防护

措施，并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车辆、机具

所有人 
 

6 
道路货运许

可 

1、从事道路货

物（危险货物

除外）运输经

营的许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月 9日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第七条 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申请从事货运经营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分别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一）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以外的货运经营的，向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二）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向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

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

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货运经营者应当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经营业户  

2、从事道路货

物运输站（场）

经营的许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月 9日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第四十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分别附送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县级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规章】《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12年 3 月 14日交通运输部令第 1号修正） 

经营业户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第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和本规定

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和货运站经营的行政许可。 

第十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和货运站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之日 30日前告知原许可的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并办理有关注销手续。 

第十八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变更许可事项、扩大经营范围的，按本章有关许可规定办理。 

3、在设区的市

城区范围内从

事交通物流经

营的许可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 月 29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3号） 

第五十七条 从事交通物流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在设区的市城区范围内从事交通

物流经营的，应当向设区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以及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运输车辆、货运站房、仓储场地、停车场地和设施； 

（三）具有一定营运范围的货物集散、分拨网络； 

（四）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具备交通物流经营信息化管理能力； 

（六）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及业务操作规程；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在设区的市

城区范围内从

事货运代理、

货运信息服务

经营的许可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 月 29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23号） 

第五十八条 从事货运代理、货运信息服务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在设区的市

城区范围内从事货运代理、货运信息服务经营的，应当向设区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其经营规模和功能相适应的经营场所； 

（三）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通讯、信息等设施设备；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条件并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五）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规程；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机动车维修

经营许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月 9日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第四十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县级道路运输

经营者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道路运输站

（场）经营者、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持许可证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

续。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机动车维修管理条例》（2006年 1月 12日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12 号） 

第六条 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相关材

料：（一）申请书； 

（二）维修作业场所使用权的合法证明； 

（三）有关岗位人员的从业资格证书和名册； 

（四）维修设备、设施证明材料及有关计量、检测设备的检定、校准证明； 

（五）经营管理、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制度文本； 

（六）环境保护措施文本及其相关设备、设施证明材料。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还应当提交专用

维修车间、设备、设施证明材料，安全管理人员名单，安全操作规程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文本。在设区的市城

市市区范围内申请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应当依照前款规定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相

关材料。未经许可不得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 

第九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设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或者合并、分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

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办理许可手续。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变更维修经营范围、作业场所

的，应当提供相关材料经作出原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准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机动车维修经营者

停业或者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并自办理有关手续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

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三十日告知作出许可决

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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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业务

的许可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2年 11月 9日国务院令第 628 号修正）  

第四十条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站(场)经营、机动车维修经营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分别附送符合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县级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15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道路运输

站(场)经营者、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应当持许可证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

手续。 

【规章】《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2006年 1 月 12日交通部令第 2号公布） 

经营者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第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变更许可事项的，应当向原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

法定条件、标准的，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

的，应当向原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 30日到原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办理行政许可注销手续。 

【规章】《江苏省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管理办法》（2012年 1月 7日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76 号公布） 

第七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经营活动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在设区的市城区范围内

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经营活动的，应当向设区的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依照前款规定提出申请的，应当提

交下列材料： 

（一）交通运输行政许可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三）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 

（四）教练场地土地使用权证书或者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使用出租土地作为教练场地的，应当提交经备案的土地出

租合同，出租期限不少于 5年； 

（五）教练场地技术条件说明； 

（六）教学车辆技术条件说明(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练场经营的无需提交)； 

（七）教学车辆购置合同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练场经营的无需提交)； 

（八）各类设施、设备清单； 

（九）拟聘用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以下简称教练员）等从业人员名册以及资格、职称证明；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申请人承诺落实前款有关事项的，应当同时提交承诺书。 

第十一条 驾培经营者合并、分立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经营活动，或者增加经营项目、培训内容、培训能 

力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驾培经营者变更教练场地等许可事项的，应

当向原作出许可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

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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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内县道

及以下公路

建设项目的

许可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 8 月 28日主席令 2004年第 19号修正） 

第二十五条 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须按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定报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 

建设单位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公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 1 月 30日国务院令第 279号公布）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施工

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0年 9月 25日国务院令第 293号公布）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并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

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规章】《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2004年 3 月 31日交通部令第 3号发布） 

第六条 交工验收由项目法人负责。 竣工验收由交通主管部门按项目管理权限负责。交通部负责国家、部重点

公路工程项目中 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独立特大型桥梁和特长隧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其它公路工程建

设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的相应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竣工验收工作。 

第十七条 公路工程符合竣工验收条件后，项目法人应按照项目管理权限及时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验收。交通主

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30日内，对申请人递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对于不符合竣工验收条件的，应当及时

退回并告知理由；对于符合验收条件的，应自收到申请文件之日起 3 个月内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四条 公路工程各合同段验收合格后，项目法人应按交通部规定的要求及时完成项目交工验收报告，并向交

通主管部门备案。                                                                                          

【规章】《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2011年 11 月 30日交通运输部令第 11号修正） 

第二十四条 公路建设项目依法实行施工许可制度。国家和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的

施工许可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其他公路建设项目的施工许可按照项目管理权限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实施。                                                                                                                                                                                                                                                              



序

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审批对象 备注 

项目 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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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运输

业务经营

许可 

 

【行政法规】《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2012年 10 月 13日国务院令第 625号公布） 

第八条 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经国务院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申请经营水路运输业务，应当

向前款规定的负责审批的部门提交申请书和证明申请人符合本条例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负

责审批的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作出准予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

的，发给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并为申请人投入运营的船舶配发船舶营运证件；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取得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的，持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证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登记后，方可从事水路运输经营活动。 

第二十七条 经营船舶管理业务，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批准。 

经营者 

市里归还，

宁委办发

〔2012〕3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