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权责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事
层级

备注

1
天水市工
业强市表
彰奖励

行政
奖励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080
7001
000

市工
信局

技术
创新
科

市委办《关于天水市工业强市表彰奖励办法
》（市委办发﹝2019﹞21号）第三条主管部

门天水市工业强市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天水
市工业强市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具体事
宜。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天水
市工业强市表彰奖励申报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县区、开发区推荐
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
核意见。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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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受理而不予受理，或
者不符合受理条件而受理
的，并在审查后未告知的。
2.未严格按照奖励条件予以
审核的。
3.评选条件把关不严，给单
位或个人造成不公正待遇的
。
4.未履行公示或者未按要求
及时处理相关信息的。
5.向参评单位或个人收取费
用的。6.在评选过程中发生
腐败行为的。7.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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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认定初审
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1
000

市工
信局

技 术
创 新
科

省工信委《关于甘肃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
理办法》（甘工信发﹝2016﹞515号）第四

条省工信委会同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财
政厅、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负责甘肃省企业
技术中心监督管理工作。省工信委负责甘肃
省企业技术中心日常管理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县区、开发区推荐
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评
价意见。
3.转报阶段责任：行文推荐上报省工信
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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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对
不符合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条件的企业予以上报而造
成损失的。
2.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核查
和评价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的。
3.利用办理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认定之机徇私舞弊，索取
、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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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企
业研究院
认定初审
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2
000

市工
信局

技 术
创 新
科

省工信委《关于加快组建企业研究院的意见
》（甘工信发﹝2014﹞556号）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甘肃
省企业研究院认定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县区、开发区推荐
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评
价意见。
3.上报阶段责任：推荐上报省工信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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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甘肃省企业研究院
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对
不符合甘肃省企业研究院认
定条件的企业予以上报而造
成损失的。
2.在甘肃省企业研究院认定
申请材料审查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的。
3.利用办理甘肃省企业研究
院认定之机徇私舞弊，索取
、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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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技
术创新示
范企业认
定初审转
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3
000

市工
信局

技 术
创 新
科

省工信委、省财政厅《关于甘肃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认定暂行管理办法》（甘工信发﹝
2011﹞480号）第四条省工信委、省财政厅

负责全省示范企业认定的监督管理工作。第
八条省属以下企业向所在市州工信委提出书
面申请，并按规定要求上报申报材料（一式
三份，同时附电子版）。市州工信委会同同
级财政部门审查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将企
业的申报材料及时上报省工信委。省属以上
企业的申请报告及申报材料直接上报省工信
委。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甘肃
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材料；依法受
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县区、开发区推荐
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评
价意见。
3.上报阶段责任：推荐上报省工信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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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甘肃省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的；对不符合甘肃省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认定条件的企业
予以上报而造成损失的。
2.在甘肃省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认定申请材料审查中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的。
3.利用办理甘肃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认定之机徇私舞
弊，索取、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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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济、工
程、工艺
美术系列
职称评审
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4
000

市工
信局

综合
科

1.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甘办发〔2017
〕81号）
2.省人社厅省工信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工程
系列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通知（甘人社通
〔2021〕252号）
3.省人社厅省工信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经济
系列职称评价条件标准》的通知（甘人社通
〔2021〕253号）
4.省人社厅省工信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工艺
美术系列职称评价条件标准（试行）》的通
知（甘人社通〔2020〕327号）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评审专业
技术职称所需材料，按照规定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初审阶段责任：对企事业单位推荐上
报的技术人员材料进行初审，对材料不
合格的说明理由，材料退回。
3.转报阶段责任：将初审合格的材料转
报给市人社局职改办或上一级职改部门
审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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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对
不符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条
件的予以上报而造成不良后
果的。
2.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
初审上报中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的。
3.在召开中级职称评审会
时，借机徇私舞弊，索取、
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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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省级中小
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
推荐申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5
000

市工
信局

中 小
企 业
科

1.《甘肃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甘肃省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3
号)第三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中小企
业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建立各种类
型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促进综合服务机构
和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展。
2.省工信厅《关于甘肃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甘工信发
﹝2019﹞202号）

1.示范平台征集：坚持公平、公正、公
开原则，从市级示范平台中根据服务业
绩择优推荐；一次性告知应当提交的材
料；及时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2.示范平台初审：及时审查申请资料，
提出初审意见。
3.示范平台转报：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示
范平台申请材料盖章上报省工信厅。
4.示范平台监管：按照属地化管理原
则，县区负责示范平台的服务业绩年度
考核和日常监管。市级实施动态管理，
按照省上要求进行复核和监督。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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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示范
平台虚报服务业绩，违规申
报的。
2.不按规定程序公开公示，
造成不良影响的。
3.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4.未及时推荐上报省级审核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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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
企业认定
申请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6
000

市工
信局

中 小
企 业
科

1.工信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部企业函﹝2013﹞
264号）（四）加强培育和推进工作。各地中
小企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产
业布局和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积极开展促
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作，规范认
定标准，完善推进措施，探索培育方式，细
化工作目标，支持“专精特新”产品、技术
的研发和产业化，培育和认定一批“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2.省工信厅《关于甘肃省“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认定综合管理办法的通知》（甘工信发
﹝2019﹞201号）第五条申报认定程序：市

州工信局、兰州新区经发局组织实施本地区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推荐工作。

1.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的认定程
序，逐级申报并审查。
2.及时审核企业申报资料，按规定程序
进行公开公示。
3.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企业推荐上报省工
信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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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相关人员应承担相应
责任：
1.企业弄虚作假、虚报伪造
相关认定标准规定的数据的
有关人员。
2.未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开公
示。
3.未及时上报省级审查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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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市级中小
企业公共
服务平台
认定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7
000

市工
信局

中 小
企 业
科

1.《甘肃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甘肃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7号)第四十
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
立和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为中小企
业提供公益性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建立和完
善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促进
综合服务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共同发展。2.
市工信局《关于天水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天工
信发﹝2019﹞95号）第一章第三条：示范平

台的认定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市
工信局负责市级示范平台的认定、规划管理
、指导服务和考核工作；各县（区）工信局
负责市级示范平台的培育、初审、推荐和属
地化管理。
3..市工信局《关于天水市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天工
信发﹝2019﹞97号）第一章第四条：示范基

地的认定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
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市工信局负责市级
示范基地的认定管理；县区工信局负责市级
示范基地的培育、初审推荐和属地化管理。

1.受理阶段责任：根据年度工作统一要
求，面向社会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
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进行审查（通过审查
材料、现场培训、实地检查、汇总汇报
四个环节综合评价服务机构的企业资质
及服务区域行业和影响力、服务人员素
质及服务功能完善情况、服务质量及满
意度、制度完备、服务机构法人综合素
质）后，提出办理意见。
3.决定阶段责任：根据综合评价确定名
单。
4.公示阶段责任：拟确认名单在部门网
站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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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行业
政策的项目做出了确认，造
成较大损失的。
2.对符合法律法规、行业政
策的项目不做出确认，严重
贻误工作的。
3.在受理、审查、办理过程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4.在受理、审查、办理过程
中索取好处，收受贿赂的。
5.拟确认名单没有按要求在
部门网站公示，或确认名单
后没有按要求在部门网站上
发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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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业节能
监察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8
000

市工
信局

工业
节能
服务
中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
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第十条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
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
管理工作，并接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
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
导。
2.工信部《工业节能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3号）
2016年4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21次部务
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6月30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全国的工业节
能监察工作，组织制定和实施全国工业节能
监察年度工作计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组织实施本地区工业节能监察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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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资料的完整性、
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做出核查决定。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
措施。
5.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1.应实施监督而未进行监督
造成一定后果的。
2.在实施监督工作过程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严重
后果的。
3.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发生腐
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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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重点工业
产品能耗
限额标准
执行情况
核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09
000

市工
信局

工业
节能
服务
中心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
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第二次修正）第十条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
部门主管全国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
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
管理工作，并接国务院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
的指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
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
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
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
导。
2.工信部《工业节能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3号）
2016年4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21次部务
会议审议通过，2016年6月30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全国的工业节
能监察工作，组织制定和实施全国工业节能
监察年度工作计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区实际
情况组织实施本地区工业节能监察工作。第
十九条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节能监察机构，对工业企业执行法律法规情
况、强制性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其它强制性
节能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落后用能工艺技术
设备（产品）淘汰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和审查意见落实情况、节能服务机
构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等开展节能监察。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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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资料的完整性、
规范性和真实性。
3.决定阶段责任：做出核查结果评价。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关处置
措施。
5.其他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
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
相应责任：
1.应实施监督而未进行监督
造成一定后果的。
2.在实施监督工作过程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严重
后果的。
3.在实施监督过程中发生腐
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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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省级工业
设计中心
申请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10
000

市工
信局

生产
性服
务业
科

省工信委《关于甘肃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
定管理办法》（甘工信发﹝2015﹞434号）

第九条：市、州工信委组织对申报企业进行
初审，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在规定时间内
将上报文件和被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报送省
工信委。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认定材料；依法受理或不
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对县区、开发区推荐
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提出评
价意见。
3.转报阶段责任：行文推荐上报省工信
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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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对
不符合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条
件的企业予以上报而造成损
失的。
2.在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核查
和评价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的。
3.利用办理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认定之机徇私舞弊，索取
、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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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
业示范基
地初审转
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11
000

市工
信局

规 划
发 展
科

1.工信部《关于开展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规﹝
2009﹞358号）《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本地区创建示范基地的申报工作，并配
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示范基地进行指导和管
理。第八条创建示范基地的申请由所在地政
府政府管理机构或地市级政府向省级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由省级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审查后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2.工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
作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规﹝2012﹞
47号）四、保障机制（一）健全和理顺管理
机制。各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将示范
基地创建工作作为重要职责和重点工作，明
确主管领导和责任部门，健全和理顺工作机
制，共同推动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基地创建的
各项工作。

1.组织申报阶段责任：按照国家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创建的申报程序和条件组
织申报。
2.逐级审核阶段责任：创建示范基地的
申请由所在地政府管理机构向市、州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对申报材料
进行逐级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转报申请阶段责任：省级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会论证，向工
信部推荐上报示范基地申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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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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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产业政策，违反创建示范
基地有关规定及程序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市级

第 12 页，共 14 页



1
3

黄金开采
、稀土深
加工项目
核准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12
000

市工
信局

规 划
发 展
科

1.省政府办《关于印发<甘肃省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甘政办发﹝
2017﹞123号）

2.省工信委《关于印发<原材料领域核准项目
服务指南>的通知》（甘工信发﹝2017﹞508

号）

1.受理阶段责任：一次性告知申报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阶段责任：申请表如果不符合要
求的，在3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补正。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转报条件的项
目，应在5个工作日内办理转报手续，
出具转报通知书；对不符合转报条件的
项目不予转报，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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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
、办理的；对于符合条件的
不受理、不办理的。
2.未按照规定一次性告知或
未按规定时限办结的。
3.在办理过程中徇私舞弊，
索取、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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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原材料行
业规范公
告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500
0139
1464
5C36
2100
7013
000

市工
信局

规 划
发 展
科

1.工信部公告《钢铁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修订）》

（2015年第35号）2015年5月19日.三、钢铁行业生

产经营规范管理办法（二）现有钢铁企业生产经营规

范申请、审核及公告程序：

2.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工业主管部门

负责受理本地区钢铁企业的规范申请和初审，初审或

自审需按规范条件要求对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提出初审或自审意见，附企业申请材料及有关土地、

项目核准或备案等审批文件、证明文件报送工业和信

息化部。2.工信部公告《铝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

第6号）2020年2月28日.七、规范管理（一）铝行业

企业规范条件的申请、审核及公告2.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接收本地区相

关企业规范申请和初审。

3.工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焦化生产企业公告管理工

作的通知》（工信厅产业﹝2014﹞204号）2014年11

月28日二、工作要求：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要组织做好本地区焦化生产企业公告管理工作，会同

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申请公告或变更公告名称企业有

关情况进行初审，并将符合要求企业的核实意见及相

关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对公告

企业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一并报送。

4.工信部《关于印发<电石生产企业公告管理办法>的

通知》（工信部产业﹝2014﹞525号）2014年12月4

日第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主管部门负责相

关产业政策、标准的贯彻执行，负责本地区电石生产

企业的申请初审和监督管理工作。

5.工信部公告《水泥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

（2015年第5号）2015年1月16日地方工业和信息化

主管部门督促本地区水泥企业执行本规范条件。

1.工业和信息化企业主管部门明确依法
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
知理由）。
2.工业和信息化企业主管部门对申请材
料进行预审，提出预审意见。
3.工业和信息化企业主管部门将核实后
的材料上报省工信厅。
4.及时反馈受理及办理意见。
5.工业和信息化企业主管部门会同市级
管理部门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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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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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报材料弄虚作假、
建设项目不符合当地规划布
局的。
2.材料真实性出现纰漏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
予受理的。
4.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
进行办理。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审核的
。
6.办理审核、实施监督检查
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
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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