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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酒类商品

批发许可
证核发

行政
许可

116223
260153
2426XT
462012
100100
0

县商
务局

市场
建设
运行
股

《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条例》
（2000年9月23日甘肃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通过，根据2005年9月23日省十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

改《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条例》的
决定修正）第九条：酒类商品批发
实行许可证制度。第十条：酒类商
品批发许可证由县级以上酒类商品
管理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责审查核发
。

1.受理阶段责任：依法公示应当提交的
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 2.审查阶段责任：对材料进行初
审，现场勘察，做出审查结论。 3.决
定阶段责任：对符合条件的，颁发酒类
商品批发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做
出不予许可决定，并出具不予许可决定
书。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许可文
书，按时送达，信息公开。 5.事后监

管责任：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根据
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6.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出现以下情形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
担相应责任： 1.违反行政许
可法、甘肃省酒类商品管理
条例或酒类流通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职责的； 2.办理行政许可

、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
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利益的； 3.对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或对符合法
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
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实
施行政许可，擅自收费或者
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的； 5.违法实施行政许可，

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
害的； 6.不依法履行监督职
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
后果的； 7.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 8.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追责的情
形。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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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手车交
易市场经

营者和二
手车经营
主体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23
260153
2426XT
462102
100100
0

县商
务局

市场
建设
运行
股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商务部

公安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令2005年
第2号） 第三十三条：建立二手车
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
备案制度。凡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依法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的二手车

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
体，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2
个月内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二手车交
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有
关备案情况定期报送国务院商务主
管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受理二手车经营者

报送的备案材料，对其材料的齐全性、
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
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
原因及所补正材料。 2、审查阶段责
任：对二手车经营者报送的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初审意见，报分管领导审
核。 3、决定阶段责任：完成审核后，
直接备案，及时进行信息公开。 4、事
后监管责任：对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
和二手车经营主体进行日常监管。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因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
条件而不予受理的； 2、对

不符合受理条件或明知不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或技术要求
的项目而审查通过的； 3、
擅自变更审批程序或条件
的； 4、因未严格审查而产
生严重后果的； 5、在审查
过程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造成危害堤防安全，影响
河势稳定、妨碍行洪畅通
的； 6、在审查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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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生资源

回收经营
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23
260153
2426XT
462102
100200
0

县商
务局

市场
建设
运行
股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2007
年3月27日商务部、发改委、公安
部、建设部、工商总局、 环保总
局令第8号）第七条:从事再生资源

回收经营活动，应当在取得营业执
照后30日内，按属地管理原则，向
登记注册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同
级商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备
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开办理事项所需要

的全部资料、办件程序、办件时限等内
容，提供办件所需要的样表。 2.办理
阶段责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理
事项，不得违反办件程序，不得超期办
理。 3.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办件人预
留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办件人事项办
理结果。 4.上报阶段责任：需要上报

市政府、省商务厅或商务部的，及时上
报。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
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人准予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
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
予备案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

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4.不
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5.违反法定程
序实施备案的； 6.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
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申
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

的； 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办
理备案，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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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23
260153
2426XT
462102
100300
0

县商
务局

对外

贸易
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
过，2004年4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
订) 第九条：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

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
当向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
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外
贸易主管部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

的除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办法》(2004年6月25日商务部令
第14号) 第四条：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工作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
化管理。商务部委托符合条件的地
方对外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
案登记机关）负责办理本地区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受委托
的备案登记机关不得自行委托其他
机构进行备案登记。第五条：对外
贸易经营者在本地区备案登记机关
办理备案登记。

1.受理阶段责任：公开办理事项所需要

的全部资料、办件程序、办件时限等内
容，提供办件所需要的样表。 2.办理
阶段责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理
事项，不得违反办件程序，不得超期办
理。 3.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办件人预
留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办件人事项办
理结果。 4.上报阶段责任：需要上报

市政府、省商务厅或商务部的，及时上
报。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发生以下情形的，追
究机关或工作人员责任： 1.
未依法公开事项办理要件材
料，程序，时限的； 2.未一
次性告知办事人所有应当提

交的材料的； 3.未按照规定
的时限和程序办理事项的； 
4.事项办理过程中违反廉政
规定的； 5.违反规定，不能
正确办理事项，造成严重后
果的；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追责情形。

县级



  天祝县商务局权责清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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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
其他发卡
企业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23
260153
2426XT
462102
100100
Y

县商
务局

市场
建设
运行
股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
行）》（2012年9月21日商务部令
第9号) 第七条：发卡企业应在开

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按照
下列规定办理备案：（二）规模发
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开办理事项所需要

的全部资料、办件程序、办件时限等内
容，提供办件所需要的样表。 2.办理
阶段责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办理
事项，不得违反办件程序，不得超期办
理。 3.送达阶段责任：通过办件人预
留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办件人事项办
理结果。 4.上报阶段责任：需要上报

市政府、省商务厅或商务部的，及时上
报。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
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
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案
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
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

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
案决定的； 4.不在办公场所
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
案的； 6.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

式，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
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7.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办理备案，索
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8.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的。

县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