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新建人防工
程项目审批

（1）新建
人防工程项
目建议书审
批（政府投
资项目）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
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条：“为保障战时
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
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
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查、施工管
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
保障。”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十三条：“单建人
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
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
的权限审批。”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关于XXX人防工程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结
建人防工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新建人防工
程项目审批

⑵新建人防
工程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
告审批（政
府 投 资 项
目）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6号

公告公布）第十一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

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

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 、

设计审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

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省人

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十三条：“单建人防工程的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关于xx人防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
结建人防工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新建人防工
程项目审批

（3）新建
人防工程项
目初步设计
文 件 审 批
（政府投资
项目）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
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条：“为保障战时
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
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
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查、施工管
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
保障。”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十三条：“单建人
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
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
的权限审批。”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关于xx人防工程初
步设计文件的批复》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结
建人防工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新建人防工
程项目审批

（4）新建
人防工程项
目开工报告
审批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1998年7月24日河南省人大常委
会第6号公告公布）第十一条：“为保障战时
人员掩蔽、疏散和人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
的人民防空工程属于国防基础设施，由县级
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城市规划和国家
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设计审查、施工管
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建设用地依法予以
保障。”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十三条：“单建人
防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
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按照国家规定
的权限审批。”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关于xx人防工程开
工的批复》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结建人防工
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2
防空地下室
建设审批

无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规划、建设等
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人
民防空工作。”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办法》(2010年7月30日省第十一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修正)第
十条：“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管理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按照国家制定的人民防空工程
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对人民防空工程（含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
室）建设实施计划、技术和质量管理。”第
十一条：“为保障战时人员掩蔽、疏散和人
民防空指挥而单独修建的人防工程属于国防
基础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
照城市规划和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立项审批、
设计审查、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其所需的
建设用地依法予以保障。”"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关于xx人防工程立
项审批表》的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结建人防
工程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3
人防工程拆
除审批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
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
的，必须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有拆
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办法》第十六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
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
按照规定程序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并由拆除单位或个人按照拆除面积限期补建
。确实无法补建的，拆除单位或个人应按当
地新建人民防空工程的造价，向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缴纳拆除补偿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统一补建。”
3.《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 第三十一条：“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报废人防工
程。确需拆除、报废的,应当经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批准。经批准拆除的人防工程,拆除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拆除的建筑面积、防护等
级和用途,自批准之日起1年内补建。确实无
法补建的,拆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当地新
建人防工程的造价,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缴纳
拆除补偿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补建。
”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补建
人防
工程
不收
费，
如不
补建
按以
下标
准收
取：
6

级人
防工
程

1500
元/
㎡

6B级
人防
工程
1000
元/
㎡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人防工程拆除决定
书》的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结建人防工程或
者上缴易地建设费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4
人防工程报
废审批

无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不符合防护
标准和质量标准的简易人民防空工程，没有
加固价值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报废。”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报废人
防工程。确需拆除、报废的，应当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
3、《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2001
〕国人防办字第210号）第二十一条：“报废
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从严掌握。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人民防空工程，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权限批准后，可
以报废：（一）工程质量低劣，直接威胁地
面建筑和交通安全，且加固改造困难的；
（二）工程渗漏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
险，没有使用价值的；（三）由于地质条件
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
法使用的。经批准报废的人民防空工程，由
其隶属单位予以回填处理。”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4
人防工程报
废审批

无

1、《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不符合防护
标准和质量标准的简易人民防空工程，没有
加固价值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报废。”
2、《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报废人
防工程。确需拆除、报废的，应当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
3、《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2001
〕国人防办字第210号）第二十一条：“报废
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从严掌握。符合下列条件
之一的人民防空工程，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按照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权限批准后，可
以报废：（一）工程质量低劣，直接威胁地
面建筑和交通安全，且加固改造困难的；
（二）工程渗漏水严重，坍塌或者有坍塌危
险，没有使用价值的；（三）由于地质条件
差，工程基础下沉，结构断裂、变形，已无
法使用的。经批准报废的人民防空工程，由
其隶属单位予以回填处理。”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人防工程报废审批
表》的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5
公用人防工
程使用审批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
六条：“国家鼓励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为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平时利用人民防
空工程，不得影响其防空效能。”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十七条：“单位或个人平时使用
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平时
使用公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单位或个人，应当
按照国家、主管大军区和本省有关规定缴纳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
3、《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四条：“县级以上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
程规划、建设、维护和使用的监督管理。第
二十六条：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
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负责维护管理。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
物资储备等专用人防工程和有关单位的人员
与物资掩蔽工程,由所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防空地下室由个人或者所在单位负责维护管
理。平时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负责维护
管理。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技术规范进行,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第
二十八条：人防工程所在单位改制、合并、
分立、破产、终止或者有其他变更情形的,应
当向接收单位移交人防工程档案资料,办理人
防工程维护管理交接手续,并向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备案。”

受理

1.受理（1日）：窗口工作人员接收申报材料，对
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场受理，并出具《受理通知书
》；若提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
可当场更正后提交受理，若提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要求的，给与《一次性告知书》。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



5
公用人防工
程使用审批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
六条：“国家鼓励平时利用人民防空工程为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平时利用人民防
空工程，不得影响其防空效能。”
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第十七条：“单位或个人平时使用
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平时
使用公用人民防空工程的单位或个人，应当
按照国家、主管大军区和本省有关规定缴纳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费。”
3、《河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河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159号）第四条：“县级以上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防工
程规划、建设、维护和使用的监督管理。第
二十六条：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的人员
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由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负责维护管理。防空专业队、医疗救护、
物资储备等专用人防工程和有关单位的人员
与物资掩蔽工程,由所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防空地下室由个人或者所在单位负责维护管
理。平时使用的人防工程由使用人负责维护
管理。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技术规范进行,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第
二十八条：人防工程所在单位改制、合并、
分立、破产、终止或者有其他变更情形的,应
当向接收单位移交人防工程档案资料,办理人
防工程维护管理交接手续,并向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备案。”

审查
2.审查（1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科
（处）室对材料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
殊环节进行辅助审查。

工程
管理
科

20日 3日

无决定

3.决定（1日）：在办理科（处）室审查完成后，
实施部门应在承诺时限内做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
决定。做出准予审批（办理）决定的，签发审批办
理结果；做出不予审批（办理）决定的，应及时退
回申报材料。

送达
4.送达：实施机关做出决定当日，窗口人员应及时
通知申请人携带有效证件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通
过邮寄送达。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取得《公用人民防空工程
平时使用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确保依法使用和
人防工程后期的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人防办工程科 服务电话：0391-8338396

投诉机构：孟州市人防办综合科 投诉电话：0391-8363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