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栖霞区住建局其他行政权力类事项清单（16 项） 

序号 权力名称 权力依据 
行使状

态 

行使层

级 
备注 

1 
政府投资城建项

目立项审批 

【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第三条，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四）简化和规范政府投

资项目审批程序，合理划分审批权限。按照项目性质、资金来源和事权划分，合

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之间的项目审

批权限。对于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从投资决策角

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审批开工报告，同时

应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工作；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

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具体的权限划分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投资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                                                                  

【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 年本）的通

知》（国发〔2014〕53 号） 

    附件 九、城建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由省级政府按照国家批准的规划核准。 

  ... 

  其他城建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确定实行核准或者备案。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下放，由出

资方主管部门

负责审批。 



2 
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审查 

【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第三项第四分项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从

投资决策角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审批开工

报告，同时应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工作。 

【规章】  《江苏省建设工程勘查设计管理办法》(2000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                                                              

    第二十七条 初步设计完成后，按规定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进行初

步设计审查。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下放，根据

立项审批决定

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初步

设计审查归

属；民用建筑

工程初步设计

审查由区（园

区）实施属地

化管理。 

3 

政府投资城建项

目工程概算、决

算审批 

【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 

    第三项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从投资决策

角度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审批开工报告，同

时应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的初步设计、概算审批工作；采用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

贴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具体的权限划分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投资主

管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 

【规章】  《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2010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66

号） 

    第九条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应当编制设计概算。设计概算应当在投资估算

的控制下，根据概算指标、概算定额等相关计价依据，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

位或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编制，并按照规定报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下放，由出

资方主管部门

负责审批。 



4 
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手续的核验 

【行政法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装饰装修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装修人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规章】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10 年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 号） 

    第六条 对工程项目实施质量监督，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受理建设

单位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

实施细则>的通知》（苏建规字[2011]2 号） 

    2.1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是指建设单位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前按

工程建设有关法规的规定向监督机构申请工程质量监督、提交相关资料，监督机

构签发《工程质量监督通知书》，建立工程质量监督信息档案的活动。   

    2.2 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监督机构应要求建设单位提供下列资料:（1）

工程质量监督申报表；（2）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批准书）；（3）施

工、监理中标通知书和合同；（4）其它需要文件。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分对象下

放。园区实行

属地管理，在

管理区域范围

内行使上述事

权；江南八区

针对由本区立

项的项目和依

法不需要立项

的项目行使上

述事权；三区

两县按照原县

级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职责，

继续在本行政

区域范围内行

使上述事

权。。 



5 
物业维修资金的

审核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七十六条 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应当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规章】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7 年建设部令第 165 号） 

    第二十二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四）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相关业主持有关材料，向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

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列支；其中，动用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的，向负责管理公有住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部门申请列支； 

   （五）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负责管理公有住

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部门审核同意后，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的通知.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6 
招标投标情况备

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七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规章】  《南京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办法》（2006 年南京市政府第

247 号令） 

    第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在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发布同时，向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办理备案手续。行政监督部门应当自收到文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完成备案审核工作。 

    行政监督部门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备案文件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招标人书

面指出。招标人应当及时修改后重新发布。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分对象下

放。 



7 
建设工程各类合

同备案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后，发包人应当将合同分送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合同可以使用国家和省发布的

示范文本。       【地方性法规】  《南京市装饰装修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造价在三十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上的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自合同订立之日起十五日内，施工方应当持合同向装饰装修管理机构备

案。         【规章】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

（2004 年建设部第 124 号令） 

    第十条第二款 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在订立分包合同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合同

送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分包合同发生重大

变更的，分包工程发包人应当自变更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变更协议送原备案机关

备案。 

【规章】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办法（2001 年建设部第 89 号

令） 

    第四十七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

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

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订立书面合同后 7 日内，中标人应当将合同送工程所

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规章】  《南京市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监督管理办法》（2006 年南京市政府第

247 号令） 

    第十六条 （七）招标人与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订立

书面合同，并自合同订立之日起七日内送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规范性文件】  《江苏省住建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备案工作的通

知》（苏建函科[2010]689号） 

    一、合同备案范围 1、凡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承接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

程项目的本省勘察设计单位，在与发包方依法签订书面勘察、设计合同后，均应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园区实行

属地管理，在

管理区域范围

内行使上述事

权；江南八区

针对由本区立

项的项目行使

上述事权；三

区两县按照原

县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职

责，继续在本

行政区域范围

内行使上述事

权。 



办理合同备案手续... 

    三、合同备案程序 1、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签定后，

应将（二）中所列材料报送到项目所在地省辖市或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

理合同备案手续。 

8 招标文件备案 

【规章】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 年建

设部第 89 号令） 

    第十九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

时，将招标文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招标文件有违反法律、法规内容的，应当责令招标人改

正。  

    第二十条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的，应当在招

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招标文件收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 



受人，并同时报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该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9 
招标人自行办理

招标备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地方法规】  《江苏省招标投标条例》 

    第十一条 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具

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的能力，符合下列条件，并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

案。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 

10 
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 

【行政法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１５日内，将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

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规章】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2009 年住建部令第 2 号）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依照本办法规

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

备案。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 



    第七条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 5 日内，向备案机关提

交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11 房屋租赁登记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五十三条 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

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

房产管理部门登记。  【规章】《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 

2004 年 11 月 1 日）第四条第一款 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房屋租赁的行政主管

部门（以下称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负责辖

区内房屋租赁管理。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协助房屋租赁管理部门做好房屋租

赁管理工作。第十条 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制度：（一）签订、变更、终止租赁

合同的，当事人应当向房屋租赁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二）转租房屋的，当事人

应该以书面形式订立房屋转租合同，并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12 
南京市物业招标

和中标备案 

【行政法规】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 号）  

    第二十四条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

的物业服务企业。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

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规范性文件】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建住房[2003]130

号） 

    第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 10 日前，提交

以下材料报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 15 日内，向物业项目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13 
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备案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 

    第十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

工措施的资料。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

日起 15 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规章】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2013 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96 号） 

    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项目管理单位应当在建设工程开工前办理安全监

督备案手续，并提供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管理资料。 

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按宁建法字

〔2012〕883

号分对象下

放。 



14 
国有投资工程竣

工结算备案 

【技术规范】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11.1.9 条 竣工决算办理完毕，发包人应将竣工决算书报送工程所在地（或

有该工程管辖权的行业主管部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竣工决算书作为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交付使用的必备文件。                                                             

【相关文件】  《省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 126 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苏政发

[2013]149 号） 

非常用权力 属地行使 省权下放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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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住宅总建筑

面积 3 万㎡以下

或别墅总建筑面

积 1 万㎡以下，

协议选聘物业管

理企业的批准 

【行政法规】《物业管理条例》（2003 年 6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9 号公布 根据 2007 年 8月 26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

定》修订，2007 年 8 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4 号公布，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十四条 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

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 住宅物业的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投标人少

于３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自 2013 年 5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 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或者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物业管理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

物业服务企业。 

投标人少于三个或者住宅规模建筑面积小于三万平方米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县

（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

物业服务企业。 

【规范性文件】《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2005 年 12月 14 日南京市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 2005 年 12月 26 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44 号发布，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 南京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物业管理活动的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本市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区（县）房产管理部门具体负责

常用 属地行使 区权 



本辖区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建设、规划、市政公用、市容、环保、园

林、工商行政、物价、建工、公安、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

法。 各区（县）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

建设之间的关系。 第二十一条 住宅物业出售前，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

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投标人少于三人或者物业管理区域的总建

筑面积低于三万平方米，或者别墅总建筑面积低于一万平方米的，经区（县）物

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单位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

管理企业，并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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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结构变动行

政许可的代受

理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2006 年 9 月 1 日南京市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6 年 11 月 30 日江苏省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第六条：房屋所有人或者使

用人未经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拆改承重梁、柱、板和基础结构； 

（二）拆除承重墙或者在承重墙上开挖壁柜、门窗洞口； 

（三）超过设计标准增大荷载； 

（四）在楼面结构层开凿洞口或者扩大洞口； 

（五）为增加房屋使用空间降低房屋地面地坪标高； 

（六）拆改商场、宾馆、饭店、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大型建筑中具有房屋抗震、

防火整体功能的非承重结构。 

前款行为，依法应当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从其规定。 

常用 属地行使 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