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孟州市水利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类 1.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等流程图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
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当
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当场一次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1.技术审查

（11 日内完

成）；

2.现场查勘

（1 日内完

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备注：流程图
所指的“日”
均为工作日。

听证所需时间
不计算在承诺
期限内。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12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流程图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
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当
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当场一次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1.技术审查

（8 日内完

成）；

2.现场查勘

（1 日内完

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备注：流程图
所指的“日”
均为工作日。

听证所需时间
不计算在承诺
期限内。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9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3.取水申请流程图（第 3（1）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
当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1.技术审查

（18 日内完

成）；

2.现场查勘

（1 日内完

成）；

3.根据需要

征求相关部

门意见（10

日内完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

在承诺期限内。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19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3.取水许可证核发流程图（第 3（2）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

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

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
当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当场一次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 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1.技术审

查（8日内

完成）；

2.现场核

验（1日内

完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9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3.取水许可延续流程图（第 3（3）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
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
当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技 术 审

查 （ 19

日 内 完

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19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3.取水许可变更流程图（第 3（4）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
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当
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 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技 术 审

查（6日

完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6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4.河道采砂许可证（黄河以外）核发(第 4 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
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当
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 7日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20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技 术 审

查（3日

完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5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5.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审批（不含河道采砂）(第 5 项)

行政事项服务科接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

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
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
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
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
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但当
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

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

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

有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事
项，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行政事项服务科 7日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

法人员进行）

不申请听证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20日内完成）

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

有陈述和申辩权的，告知陈述申辩权

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

人的陈述申辩意见

申请听证

准予许可 不予许可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技 术 审

查（3日

完成）。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5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听证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承诺期限内。



二、行政处罚类 1.一般案件流程图（第 1-49 项）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巡查、举报、移交、上级交办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水利局立案审批

水政监察大队、各相关业务科登记立案

不予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水政监察大队、各相关业务科调查取证

水政监察大队、各相关业务科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不予处罚 告知听证权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水政监察大队 7 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水政监察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2.简易案件流程图

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调查取证

当场告知处罚依据、处罚意见和陈述申辩权，并听取陈述申辩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

送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场处罚决定报行政机关备案

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
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适用
本图。



三、行政强制类

1.拆除、加收滞纳金、代履行等强制执行流程图（第 1-7 项）

不履行执行协

议的，恢复强

制执行

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

制作催告书，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三十日）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进行记录和复核

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并送达当事人

实施强制执行 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依法中止执行 依法终结执行 达成执行协议 依法强制执行

结案（立卷归档）

履行协议，执

行完毕

中止执行情

形消失的恢

复强制执行

中止执行满三年

未恢复执行的，

不再执行

当

事

人

履

行

义

务



2.查封、扣押实施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流程图（第 8项）

水土保持科、水政监察大队依法作

出其他处理

水利局审查批准行政强制措施

(紧急情况需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发现行政相对人有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

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水土保持科、水政监察大队通知当事人到场，二名以上执

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30 日内查清事实，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

过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依法予以没收 依法予以销毁 依法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解除强制措施

水土保持科、水政监察大队结案（立卷归档）

水土保持科、水政监察大队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查封、扣押：交付查封、扣押清单；对物品需

要进行检测、检验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

告知当事人起止时间，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四、行政征收类

1.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流程图

决 定

水利局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额

水土保持科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向业主送达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知单》

业主在规定时

限内按规定将

水土保持补偿

费交到市财政

局非税收入财

政专户

对于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业主送达《责令限期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通知书》

征收单位将征收到的水土保持补偿费解缴到各级国库

对责令限期缴纳无效的业主启动水行政处罚程序

编制报表

对仍不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不履行行政处罚的

业主，由征收单位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业主自动缴纳

水土保持补偿

费并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许可申请

审 查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五、行政检查类
1.取水许可监督检查流程图（第 1项）

列年度检查计划及工作方案

水政水资源科、水政监察大队

国家部委、省厅、焦作市抽查、突击检查

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

议，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召

开检查情况反馈会，通报检查

情况

1.听取被检查单位汇报工作；

2.对档案和文字资料进行查询；

3.深入现场检查。

督促整改

被检查单位签字确认检查结论，

并对查出问题进行整改，检查结

束 10 日内报告整改情况

回头看

相关科室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

采取“回头看”抽查

对检查中存在的拒不整改，或敷衍了事的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或立案查处

持续监管

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

类似问题重复发生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2.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流程图（第 2项）

列年度检查计划及工作方案

水土保持科

国家部委、省厅抽查、突击检查

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议

（督查意见），书面通知被检查

单位

1.听取被检查单位汇报工作；

2.对档案和文字资料进行查询；

3.深入现场检查。

督促整改

被检查单位接到督查意见后，

按照督查意见进行整改，30日

内将整改报告报水利局

回头看

水土保持科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

采取“回头看”的抽查

对检查中存在的拒不整改，或敷衍了事的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或立案查处

持续监管

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

题重复发生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3.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工程设施建设检查等流程图（第 3-8 项）

列年度检查计划及工作方案

防汛抗旱办公室及相关科室

国家部委、省厅、焦作市抽查、突击检查

组成检查组，到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现场形成检查意见和整改建

议，填写检查意见反馈表，召

开检查情况反馈会，通报检查

情况

1.听取被检查单位汇报工作；

2.对档案和文字资料进行查询；

3.深入现场检查。

督促整改

被检查单位签字确认检查结论，并对查出

问题进行整改，检查结束 5日内将整改报

告报防汛抗旱办公室及相关

回头看

防汛抗旱办公室及相关科室

接到整改报告后，对整改情况采取“回头看”的抽查

对检查中存在的拒不整改，或敷衍了事的单

位，进行通报批评，或依法进行处罚

持续监管

将整改事项列入日常检查内容，杜绝类似问

题重复发生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六、行政确认类

1.中小型水库大坝、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意见审定流程图

防汛抗旱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确认范畴或不

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

的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

本行政机关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

以受理。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接收材料当场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当场一次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送 达

防汛抗旱办公室送达申请人

审 查

防汛抗旱办公室成立安全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组织召开大坝安全鉴定会；

对水库大坝（水闸）安全状况进行现场勘验和论证；提出初审意见

申 请

申请人提出行政确认申请

防汛抗旱办公室结案（立卷归档）

决 定

水利局审定并出具大坝（水闸）安全鉴定报告书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七、其他职权类

1.用水计划指标核定流程图（第 1项）

申 请

申请人提出年度用水指标申请

行政服务中心水利窗口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水利局当场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

围的，不予受理，并

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

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

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

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

明日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但当场未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自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当场一次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 日完成）

审 核
行政事项服务科审查材料，核定下年度用水计划指标（12日完成）

。（12 日内完成）

送 达

行政服务中心水利窗口送达申请人

行政事项服务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水资源管理

办公室提出

计划用水单

位下一年度

用水计划指

标汇总平衡

意见



2. 水事纠纷调解流程图（第 2项）

提交水事纠纷材料（包括文字、电话、口头报）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决定是否受理

对重大的、可能扩大和激化矛盾的水

事纠纷要迅速通知双方当事人，不得

单方面改变现状

不受理调解申请的，及时告知原

因及采取其他解决纠纷的途径

调 解
水利局主持行政调解，听取当事人意见，进行说服劝导，

引导争议各方达成谅解

调解达成协议

（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

水政水资源科结案（立卷归档）

调查取证

水政水资源科组织工作人员现场进行勘察、测量，查找知情人了解事情起因及

发展过程，必要时调查历史情况；涉及第三人的，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调解

发生水事纠纷

调解未达成协议

（告知当事人民事诉讼

等权力）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
均为工作日。



3.中型水库及市直管水库大坝注册登记流程图（第 3项）

防汛抗旱办公室接收登记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登记范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登记规定的，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齐的全部

内容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

准予登记

制发注册登记证，注明大

坝安全类别，属险坝者，

限期进行安全加固，并规

定限制运行的指标书

不予登记

对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

责令限期整改，直至符合登

记条件予以登记

防汛抗旱办公室送达申请人

同时将注册登记情况报送焦作市、省水利厅备案

审 核
防汛抗旱办公室组织审核，提出意见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登记申请

防汛抗旱办公室结案（立卷归档）

对大坝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资料、申

请书和注册登记

表进行审查；必要

时组织现场勘查；

提出初审意见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听证所
需时间不计算在承诺期限内。



4.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验收流程图（第 4项）

工程管理科接收验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验收范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验收规定的，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齐的全部

内容

决 定
水利局作出验收决定（3 日内完成）

验收合格

办理验收合格手续，出具

《验收鉴定书》

验收不合格

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直至验收合格

工程管理科送达申请人（3日内完成）

验 收
工程管理科组织审查，提出验收意见（12日内

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验收申请

组织专家和有关

人员成立验收委

员会，察看工程现

场，审查建设、施

工、监理、设计、

运行管理等工作

报告及工程质量

监督报告等建设

管理资料，查阅工

程档案资料，讨论

提出验收意见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竣工验收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验收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和尾工完成并通过

验收的，竣工验收主持单位向项目法人颁发工程竣工证书



5. 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项目验收（第 5 项）

农水科接收验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 5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验收范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并告知申请人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验收规定的，或者申请人按

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当场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齐的全部

内容

决 定
水利局作出验收决定（3 日内完成）

验收合格

办理验收合格手续，出具

《验收鉴定书》

验收不合格

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直至验收合格

农水科送达申请人（3日内完成）

验 收
农水科组织审查，提出验收意见（12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验收申请

农水科结案（立卷归档）

组织专家和有关

人员成立验收委

员会，察看工程现

场，审查建设、施

工、监理、设计、

运行管理等工作

报告及工程质量

监督报告等建设

管理资料，查阅工

程档案资料，讨论

提出验收意见

备注：流程图所指
的“日”均为工作
日。

竣工验收

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验收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和尾工完成并通过

验收的，竣工验收主持单位向项目法人颁发工程竣工证书



6.水利工程开工备案等流程图（第 6-7 项）

工程管理科接收备案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水利局 2 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于

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

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条件，

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

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

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告知

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审 查

工程管理科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5 日内完成）

申 请

申请人提出备案申请

决 定

水利局作出决定（1日内完成）

准予备案

（出具备案通知）

工程管理科送达申请人（3日内完成）

不予备案

（书面说明理由）

工程管理科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