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条“对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

实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

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

审查结果负责”；第十二条“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

发放施工许可证或者批准开工报告”。

2、《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 51 号令）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职责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消

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勘察设计科

申报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原件，1 份）;（2）消防设计文件（原件，1 份）；（3）依法需要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该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复印件，1 份）；（4）依法需要批准的临

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1 份）。

特殊消防设计还应提供：特殊消防技术资料（包括特殊消防设计文件，设计采用的国际标准、境外工程

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本，以及有关的应用实例、产品说明等资料）

法定办结时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5 个工作日

办理程序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建设单位对符合特

殊建设工程的项目进行

的设计审查申报

市住建局设计

科工作人员
即办

第二环节

一般环节：对建设单位申

报的特殊建设工程进行

消防设计审查

市住建局设计

科工作人员
3 个工作日内

特殊环节：如果是特殊消

防设计报省住建厅进行

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
20 个工作日（不

计入许可时间）

第三环节

进入审批阶段，出具“特

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意见书”

主管局领导 2 个工作日内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槐安东路 77 号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电话 0311-86137106 0311-67301890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

质安科、质监站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槐安东路 77 号 电话

0311-86137106

0311-89668626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第 51 号令）；

《河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冀建法改[2020] 8 号）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第 51 号令）；

条件具体内容
消防验收范围同市住建局消防设计审查范围，依法应当进行消防设计审查的建

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向住建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第 51 号令）；

《河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冀建法改[2020] 8 号）

材料具体内容

消防验收实行网上申报（网址：http://139.9.183.225:8002/），网上申报提交后，

向住建部门受理“窗口”提供如下材料：

1、《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含竣工验收消防查

验报告)；3、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

环节

受理 质监站 申报材料 1个工作日

审查 质安科 申报材料，现场评定 7个工作日

审批 主管局领导
申报材料，现场评定情

况
1个工作日

办结 质安科
出具消防验收

意见
1个工作日

特殊

环节

有〇

无●

现场考察

听证、公示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0 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无

备 注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许可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西街22号 电话
0311-67503651

0311-85293330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第 549 号 第 25 条：特种设备在投入使用前

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向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的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登记标志应当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

位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管理规定》(2008 年 1 月 28 日建设部令第 166 号)

第 17 条，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将建筑

起重机械安装验收资料、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制度、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等，

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

记。登记标志置于或者附着于该设备的显著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第 33 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

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

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强和规范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冀建安〔2010〕

119 号）

申报材料 依据材料具体内容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申请书、建筑起重机械设备使用登记表；建筑起重机械

备案证；起重机械租赁、安装、使用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安装、使用单位企

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由安装单位、使用单位、产权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共同验收后的安装验收资料及检验检测单位出具的起重机械设备检

验检测报告；使用单位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起重机

械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应对发生事故的紧急救援预案。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

环节

受理

市住建局建设
工程施工安全
服务中心

申报材料 公开 即办

审核

市住建局建设

工程施工安全

服务中心

申报材料 1个工作日

办结

市住建局

质安科
审核通过后，直接在系统内

打印《石家庄市建筑起重机

械使用登记表》网上送达

公开 1个工作日

特殊 现场考察



环节

有〇

无●

听证、公示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2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2 个工作日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无

收费标准

收费性质

批准证件 名 称 有效期

前置审批情况

有〇

无●

前置审批事项

前置审批机关

设定前置审批依据

备 注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给付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住房租赁补贴发放

事项类别 行政给付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新华区和平西路 58 号

联系电话 0311-87060925

设定依据

1、《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 （试行） 》(省政府令【2011】第 6 号)第 33 条、第 34 条 。

2、《关于扩大租赁补贴范围和调整实物配租租金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石住建办【2018】123

号）第一条、第四条。

保障方式 货币补贴

保障对象 符合条件的保障家庭

办理时限 每季度末 25 日前

工作流程

补贴核算 各区住建局每季度末核算补贴金额并汇总。

上报 各区住建局于每季度末15日前将补贴明细及《资金审批表》报市保障房中心。

审批
市保障房中心汇总填制《补贴资金使用审批表》，报市住建局、市财政局批

准。

发放 由市保障房中心委托银行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保障户。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对建筑业企业资质情况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建管科、城建科、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505、506、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59337、 0311-66159226 、0311-67503651

设定依据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第 22 号令）第 24 条、第 28 条。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对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及工程监理活动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令第 158 号）第 19 条，第 22 条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工商注册地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域的工程监理企业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石家庄行政区域内工程检监理企业

抽取项目 随机抽查石家庄行政区域内监理企业并抽查在建工程项目。

现场勘查 现场抽查

整改

对违规监理企业下发整改通报，限期整改，对项目违法问题移交工程地住

建局依法处理。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印发检查通报。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对本市建成区域内民用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科技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711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0

设定依据
1.《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 4 条、第 11 条；

2.《石家庄市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

检查方式 材料审查、现场勘查

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建筑节能主管部门及符合节能阶段的在建项目。

检查内容 对项目设计、建筑过程中民用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建筑节能主管部门及符合节能阶段的在建项目；

抽取项目 现场随机抽取各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在建工程项目；

现场勘查 查验施工资料，并对事项现场进行核查，民用建筑节能标准执行情况；

整改 对各县（市、区）下发执法建议书，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对违规项目进行通报，并记入诚信系统。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4.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管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8 号 60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6

实施依据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对全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执业活动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执业

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市、县、市辖区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执业活动实施监

督管理。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在房地产估价机构执业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检查内容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是否符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的规定

限期改正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案卷移交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估价师相关材料，移交综合执法部门。

备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管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8 号 60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6

实施依据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第五条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估价机

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

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备案的一、二、三级和三级暂定级房地产评估机构。

检查内容

房地产估价机构的经营行为是否符合《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

(一)一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6 年以上，且取得二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 3 年以上;

3.有 15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

土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

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二)二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取得三级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后从事房地产估价活动连续 4 年以上;

3.有 8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4.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3年平均每年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以上或者

土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

5.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3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7.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

合计不低于 60%;

8.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9.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10.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1.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三)三级资质

1.机构名称有房地产估价或者房地产评估字样;

2.有 3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3.在暂定期内完成估价标的物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者土地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

4.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合伙人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

5.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中有 2 名以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中有 2 名以上专职注册房地产估

价师，股东或者合伙人中有一半以上是注册后从事房地产估价工作 3 年以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

6.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或者合伙企业的出资额中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股份或者出资额

合计不低于 60%;



7.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8.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各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9.随机抽查的 1 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

10.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 3 年内无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禁止的行为。

限期改正 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估价机构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案卷移交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房地产估价机构相关材料，移交综合执法部门。

备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6.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及开发经营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管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8 号 601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3

实施依据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四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质管理工作。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备案的四级、暂定级房地产开发企业。

检查内容

地产开发企业四级、暂定级是否符合如下条件:

(一)四级资质

1.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1 年以上：

2.已竣工的建筑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

3.有职称的建筑、结构、财务、房地产及有关经济类专业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持有资格证书的专职会计人员不

少于 2 人；

4.工程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中级以上职称，财务负责人具有相应专业初级以上职称，配有专业统计人员；

5.商品房住宅销售中实行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制度；

6.未发生过重大工程质量事故。

（二）暂定级资质

申请《暂定资质证书》的条件不得低于四级资质企业的条件。

限期改正
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案卷移交

对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制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将相关卷宗移交市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

备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7.对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47 号）第 3 条、第 6 条；2、《河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第 5 条、第 6 条。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档案馆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定期进行核实到期

应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

工程，编制到期未入馆工

程档案台账，摸清底数。

市城建档案馆

业务一科、二科
即办

第二环节

对到期未移交建设

项目档案的建设单位，联

系档案负责人，履行告知

义务，责令在规定时限内

整改，移交建设项目档

案。

市城建档案馆

业务一科、二科
即办

第三环节

建设单位完成整改，

移交建设项目档案，检查

结束。未完成整改，未移

交项目档案，告知其行政

处罚后果，检查结束。

市城建档案馆

业务一科、二科
即办

第四环节

整理未移交项目档

案建设单位的证据材料，

移交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局依法处理。

市城建档案馆

业务一科、二科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下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建明小区 99 栋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监督电话 0311-85665634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8.对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省政府令〔2007〕第

14 号)第二十四条：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材料设备质量的监督检查。

检查方式 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材料质量进行现场抽查

检查对象 对本辖区内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的材料设备进行监督检查

检查内容 检查是否存在违法使用国家、省命令禁止使用材料设备产品、不合格材料设备产品等问题。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申报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无申报材料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本辖区内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的材料设备

抽取材料 抽取本辖区内在建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的材料设备进行检验检查

结果公示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将结果进行社会公示

办公地址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516 房间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9.对租赁、安装、拆卸、使用建筑起重机械行为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6 号） 第 3 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

卸、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检查方式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行为进行抽查

检查对象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企业

检查内容 租赁、安装、拆卸、使用相关资料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申报材料

材料具体内容 无申报材料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企业

抽取材料 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装、拆卸、使用企业相关资料

结果公示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将结果进行社会公示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0.对绿色建筑活动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科技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711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0

设定依据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第 2 条、第 5 条；

检查方式 材料审查、现场勘查

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本行政区域内绿色建筑活动的项目。

检查内容 对项目设计、建筑过程中绿色建筑标准执行情况进行抽查。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本行政区域内绿色建筑活动的项目。

抽取项目
现场随机抽取各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区域内从事绿色建筑活动

的项目；

现场勘查 查验施工资料，并对事项现场进行核查，绿色建筑标准执行情况；

整改 对各县（市、区）下发执法建议书，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对违规项目进行通报，并记入诚信系统。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1.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城镇化科、村镇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新京大厦 1606 房间、远东大厦 703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783354、66188381

设定依据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24 号第 5 条

2.《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办法》第 5 条

检查方式 材料审查、现场勘查

检查对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主管部门

检查内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

工作流程

选定对象 确定检查县（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明村主管部门

核查材料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名镇名村相关材料；

现场勘查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现场勘查；

问题处理 督促指导未按要求完成工作的部门进行整改。

资料归档 将检查整改全部资料整理归档。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2.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在建施工项目

检查内容 在建项目施工过程安全生产行为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各县（市、区）在建项目

抽取项目 随机抽取各县（市、区）建设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在建工程项目；

现场勘查 查看施工现场是否按操作规范施工

整改 对各县（市、区）下发执法建议书，限期整改或处罚建议书；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印发通报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3.对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从事检测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1 号）第 3 条：… … 市、县

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注册地在石家庄市行政区域的检测机构

检查内容 检测工作质量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

律依据及条款
无

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工程检测机构

抽取项目 随机抽取工程检测报告

现场勘查 查看施工现场是否按操作规范施工

整改 对违规机构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印发检查通报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4.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站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75 号

联系电话 0311-89668637

设定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9 号）第四十七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 号）第三条、

第四条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检查内容 工程质量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

律依据及条款

无

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抽取项目 随机抽取工程质量报告

现场勘查 查看施工现场是否按操作规范施工

整改 对违规机构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印发检查通报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5.对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及勘察设计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勘察设计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远东大厦 713 室

联系电话 0311-66188387

设定依据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 号) 第 21 条 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上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的勘察设计企业

检查内容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及勘察设计活动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

律依据及条款
无

流 程 确定检查对象 勘察设计企业

抽取项目 随机抽取勘察企业资质

现场勘查 查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是否合格

整改 对违规企业进行通报，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印发检查通报

备 注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6.对国家规定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 7 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 3 条、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第 6 条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招标中心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投标人资格检查。检查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检查材料：招标公告

市招标中心总工

办
即办

第二环节

1、评标办法：检查是否科学，公平公正，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检查材料：招标

文件 2、评标委员会组成：检查评标委员

会组成是否合法。 检查材料：评委随机

抽取资料 3、开标过程：检查开标过程是

否合法。检查材料：开标过程记录 4、评

标报告：检查评标过程是否合法。检查材

料：评标报告 5、中标公示:检查中标公示

是否合法。检查材料：中标公示文件 6、

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检查招投标情况书

面报告内容是否符合程序。检查材料：招

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7、招标代理机构招投

标备案资料：检查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备

案资料是否程序合法

检查材料：招标代理机构招投标备案资料

市招标中心综合

二、三科
即办

第三环节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改正，不改正的

移交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处

理。

市招标中心综合

一科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上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石房大厦 12 楼 1206

办理时间 即办

监督电话 0311-8992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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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17.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事服务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石家庄市物业管理条例》第 23 条；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进行“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

市住建局物业

管理处
即办

第二环节 现场检查
市住建局物业

管理处
即办

第三环节
对发现问题进行通

报，并限期整改

市住建局物业

管理处
即办

第四环节

办理形式 线下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市政府 1 号楼 1202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监督电话 0311-86689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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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18.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石房大厦

联系电话 0311-86689367

设定依据
1.《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 4 条、第 5 条；

2.《河北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第 4 条、第 5 条。

检查方式 材料审查、现场勘查

检查对象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

检查内容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是否真实存在、维修资金申请案卷检查及施工现场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随机抽取已完成审批的维修资金使用项目；

核查材料 核查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案卷材料；

现场勘查 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施工现场勘查；

整改 按规定开展施工及提交材料的限期整改；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对违规项目及申请人进行通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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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项

19.对劳务作业分包活动的检

查
对应行政许可名称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劳务

企业）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劳务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0311-89668316

监管事项子项

对劳务企业资质情况的行政

检查
监管事项子项编码

监管对象 企业 监管形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3、信用监管；

4、非现场监管。

监管层级 市级、区县级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类办事指南

监管事项 20.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劳务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0311-89668316

监管事项子项

对施工企业建立并使用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情况的行政

检查

监管事项子项编码

监管对象 企业 监管形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3、信用监管；

4、非现场监管。

监管层级 市级、区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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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1.对造价咨询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设定依据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 29 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造价咨询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设计科、造价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根据“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不定期对

我市造价咨询活动进行检查

市住建局设计科、

造价站
即办

第二环节 现场核查、调阅成果文件等
市住建局设计科、

造价站
即办

第三环节 对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市住建局设计科、

造价站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下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 275 号，321 房间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监督电话 0311-6618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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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2.对公共租赁住房运营单位运营管理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58 号

联系电话 0311-87835056

设定依据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令）：第 28 条：第

34 条：

检查方式 资料抽查、现场检查

检查对象 公租房管理单位

检查内容 公租房管理单位运营管理情况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

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公租房管理单位

核查材料 各类登统计及预案

现场勘查 管理人员配备、设施设备运转、各类预案演练等情况

整改 人员、设施配备，设备运转、方案演练等情况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进行通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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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3.对公租房承租人公租房使用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 58 号

联系电话 0311-87835056

设定依据

1.《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1 号令）：第 27 条

2、《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试行）》（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 6 号） 第 47 条

3、《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冀政[2011]68 号 第 43、47

条

检查方式 资料抽查、现场检查

检查对象 市区公租房

检查内容 公租房的日常管理情况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市区公租房

核查材料 入户巡查登记表

现场检查 入户巡查

整改 入户巡查率低

结果通报 汇总整理检查结果及整改情况进行通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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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4.对开发建设单位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和平西路 58 号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0311-87810889、0311-87820003

设定依据 《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 （试行） 》省政府令【2011】第 6 号

检查方式 材料审查、现场勘查

检查对象 配建保障房项目

检查内容 配建的保障房是否按照核准的户型建设、是否按照签订的配建合同要求装修、验收。

申报材料

1、《关于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保障房方案的审批意见表》

2、核准的保障房户型图

3、《石家庄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合同》

4、配建保障房质监、安监、消防等相关验收资料

5、配建保障房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及证明书

检查结果

1、符合配建合同要求的项目，签署验收意见。

2、不符合配建合同的项目，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是否收费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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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项

25.对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的检查
对应行政许可名称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人教科

联系电话 0311-86687957

监管对象 二级建造师 监管形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3、非现场监管。
监管层级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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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项

26.对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

格的检查
对应行政许可名称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核准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人教科

联系电话 0311-86687957

监管对象 二级建筑师 监管形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3、非现场监管。
监管层级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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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事项

27.对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

业资格的检查
对应行政许可名称 勘察设计企业资质核准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人教科

联系电话 0311-86687957

监管对象 二级结构工程师 监管形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监管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2、重点监管；3、非现场监管。
监管层级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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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8.对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工作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8 号 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7503685

实施

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 17 号）第一条 为了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提高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安管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四条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负责对全国“安管人员”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

区域内“安管人员”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石家庄市行政区域内在建项目

检查内容
建筑施工企业的“安管人员”履职尽责情况

限期改正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建筑施工企业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或处罚建议书》

案卷移交 对违法问题移交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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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29.对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从业活动的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远东大厦）8 号 516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7503685

实施依据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考核发证机关应当制定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

考核发证管理制度，建立本地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档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

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从业活动，查处违章作业行为并记录在档。

检查方式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检查对象
在建工程项目特种作业人员

检查内容
人员在位持证上岗情况

限期改正 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建筑施工企业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或《处罚建议书》

案卷移交 对违法问题移交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处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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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30.对建设工程招标条件专项检查

事项类别 行政检查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招标中心

办理条件 招标公告发布需提供的材料

办理对象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办理材料

1、项目审批文件；2、招标代理合同（委托招标的提供）；3、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

件及其他技术资料（施工招标需提交）；4、招标公告；

获取文本
网上审查：

网址：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办理流程
将办理材料扫描件上传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材料齐全且招标公告无违法违规内容即

为通过，材料不齐全或招标公告有违法违规内容再退回栏一次性告知退回。

办理时限 即办

办公地点 石房大厦 12 楼 1202 房间

咨询电话 0311-89929198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单位备案

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质安科、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服务中心

法律依据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省政府令【2007】第 14 号）第 17 条；河

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冀

建安〔2010〕119 号）

申请条件 已经办理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安装告知,办理材料提供完整

申请材料 石家庄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申请表；工商营业执照；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

租赁企业人员配备；建筑起重机械特种作业操作证；租赁企业管理体系和各项规章制

度；租赁企业配备的满足检查维修需要的设备工具及自检仪器装备情况；建筑起重机

械安全技术档案。

办理方式 网上申请（网址：http://aj.sjzsgaqfwzx.com:32001/default/）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石家庄市谈固西街 22 号

办理基本流程

受理（1、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网上审核通过；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网上审核退回，并一次性告知原因。）

审查（1、审查通过的办结;2、对于审查不通过的，一次性告知不通过原因）

办结（审核通过后，直接在系统内打印《石家庄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表》）

办理时限 3 个工作日 （时限说明：1 个工作日受理；1 个工作日审查；1 个工作日办结）

审批结果 《石家庄市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备案表》

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送达

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电子文件网上送达

服务电话 0311-85293393 0311-85293330

监督电话 0311-85293337、0311-67503651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房产信息查询及预查封登记（预查封登记）

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1.工作证；2.执行公务证；3.《裁定书》或《查封决定书》；4.《协助执行通知书》或

《协助查封通知书》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一般为即办件；批量视套数在合理期限内办理

办理方式 线下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服务电话 0311-85129174

监督电话 0311-67597909

其它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及成果备案

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设定依据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8 号） 第 32 条：省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业务统计报告制度。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造价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造价咨询企业在“河

北政务服务网”（网址：

http://www.hbzwfw.gov.cn/

）平台上报送备案资料，

资料齐全办理备案。

登录“河北政务服务

网”→定位到石家庄市→

行政权力→行政确认→

市住建局→建设工程造

价咨询合同及成果备案

→在线办理（未注册的需

要先注册）

市住建局造价

站定额管理室
即办

第二环节

对备案资料不齐全，需要

补正资料的，履行一次性

告知义务。待资料补正齐

全后办理备案

市住建局造价

站定额管理室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上

办理地点

办理时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即 1、4、7、10 月）15 日前备案上季度完成的建设工程咨询合同及成果文件

监督电话 0311-89668307、89668308

http://www.hbzwfw.gov.cn/
http://www.hbzwfw.gov.cn/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4.公有住房出售方案核定

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设定依据

1、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的通知》(建住房【1999】209 号 ) 三、凡在可出售范

围的现有公有住房，产权单位应预先编制、上报售房方案；房改部门应在收到单位售房方案后 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并将批准件同时抄送房地产交易和产权登记部门；

2、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冀政【1998】45 号）、（十一）

为防止新房再流入旧的分配体制，从 1998 年 12 月 15 日起，各单位购建住房必须先经当地房改部门审批，

再按建设程序报批。建成的住房要按成本价向职工出售，方可办理产权手续。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科

办结时限 5 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出售公有住房许可证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是否有示范文本

售房请示 2 是

售房实施方案 2 是

售后维修办法 2 是

职代会售房决议 2 是

房屋不动产证 1 否

成本价售房申报表 1 是

单位出售公有住房出售明细表 1 是

单位出售公有住房调档情况表 1 是

住房分割协议 5 是

出售公有住房价格表（出售公房评估报告） 1 1 否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审查内容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对申报材料

进行初审

保障科工

作人员
3

第二环节 审批
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核

保障科科

长
2

第三环节

第..环节

尾环节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办理

办理地点 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605 房间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 0311-66188365

监督电话 0311-86689271

http://www.baidu.com/link?url=j8oKGJqjJ4zBBpC8yDF8xDh7sC8i2lBcCmM4cJEMNtK52ktxVCkaeA-v1TSnojrP2SvdXUjsalpxQ9xsR_8HOWraGz1RjppQjK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确认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事项类别 行政确认

设定依据
1、《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 47 号）第八条；2、《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

部令第 136 号发布，住建部令第 47 号修正）第九条；3、《河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档案馆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即办件

结果名称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意见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份数 复印件份数 有示范文本

工程准备阶段资料 1 1

河北省《建筑工程技术

资料管理规程》、《市政

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规

程》。

竣工验收资料 1 1

监理资料 1

施工资料 1 1

竣工图 1

声像资料 1

电子档案 1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联合验收

中）

市审批局城建档案窗

口
即办

第二环节 现场验收
市城建档案馆业务一

科、二科
即办

第三环节 出具验收意见
市城建档案馆业务一

科、二科
即办

第四环节
验收意见反馈到

联合验收窗口

市审批局城建档案窗

口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相结合

审查标准
1、《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2、《建设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3《城建档案业务管理规范》；

4、河北省《建筑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规程》5、河北省《市政工程技术资料管理规程》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桥西区槐安东路 77 号 E-12 窗口

交通指引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 0311-86137163

监督电话 0311-85665634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奖励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事项类别 行政奖励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科技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711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66188390

设定依据 《建筑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第 2 条、第 5 条、第 16 条。

实施方式 材料审查、实施项目现场勘查

实施对象 申请奖励个人或者单位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

据及条款
无

材料具体内容 无

工作流程

确定检查对象 申请奖励个人或者单位。

材料核实 对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材料的进行形式审查；

现场勘查 对应用新技术的项目进行实地抽查；

结果公示 对符合要求的个人和单位进行嘉奖等方式奖励，并记入档案。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裁决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

事项类别 行政裁决

实施单位
市住建局

房屋征收管理科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216 号 电话 0311-66188362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条款

1.《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第 35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关于印发<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通知》

（建住房【2003】252 号）第 3 条

3.《石家庄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 2016 年第 192 号令）

第 58 条

4.《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市政府 2002 年第 124 号令）第 6、

23、24 条

申请条件

申请条件的法律依据

及条款
《石家庄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市政府 2002 年第 124 号令）第 23 条

条件具体内容

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

经协商不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由当事人申请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进行

裁决。

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的法律依据

及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关于印发<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通知》（建

住房【2003】252 号）第 5、6 条

材料具体内容

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下列资料：(一)裁决申请书;(二)法定代表人的身
份证明;(三)被拆迁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四)被拆迁房屋的估价报告;(五)对被申请
人的补偿安置方案;(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协商记录;(七)未达成协议的被拆迁
人比例及原因;(八)其他与裁决有关的资料；
被拆迁人申请行政裁决，应当提交下列资料：(一)裁决申请书; (二)申请人的
身份证明;(三)被拆迁房屋的权属证明;(四)申请裁决的理由及相关证明材料;(五)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认为应当提供的与行政裁决有关的其他材料。

审批流程

分类 环节名称 承办主体 审查内容 审批结果 时限

一般环节

受理
市住建局

房屋征收管理科
裁决申请资料 受理 5个工作日

审核

审批

办结
市住建局

房屋征收管理科
调解答辩 裁决书 30日内

特殊

环节

有〇

无●

现场考察

听证、公示
市住建局

房屋征收管理科
户数多或比例较高 听证

评委评审

补正

其他

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 30 日 承诺时限 30 日

收费情况

收费依据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性质 无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https://baike.so.com/doc/9000669-9329705.html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1.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单位
市住建局

质安科
办理方式 线上办理 电话 0311-67503685

设定依据
法律、法规及

条款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省政府令〔2007〕14 号 ）第 19 条 省、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信用档案，定期向

社会公布建筑工程材料设备用于建筑工程的情况。对首次用于本省建筑工程涉及工

程质量安全和节能环保的建筑工程材料设备，应当向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申请条件 办理材料提供完整

申请接收
企业登录石家庄政务网，搜索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备案，点击在线办理，登录企业系统进行

线上申报。

办理流程 受理

1、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网上审核通过；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网上审核退回，并一次性告知原因。

审查 1、审查通过的办结;2、对于审查不通过的，一次性告知不通过原因

办结 审核通过后，企业直接在系统内打印《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备案证》

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

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0311-67503651

监督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0311-88862551

办事者到办事现场次数 0 次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2.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审核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新华路与中华大街交叉口石房大厦 1208 房间

联系电话 0311-87892004、0311-87028731

申请

办理条件

1. 维修项目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原建设部、财

政部 165 号令）规定的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

2. 申请人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3. 申请人根据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提出使用方案，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应

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及应当

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申请

办理对象

1. 住宅小区已签订物业服务协议的，由物业服务企业提出使用维修资金的申请并组织实施；

2. 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但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负责申请并组织实施；

3. 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且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物业所在辖区居民委员会或相关业主负责

申请并组织实施。

办结时限 10 个工作日



申请办

理材料

1.《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申请单位注册信息表》

2.《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

3.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4.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案》、施工合同

5.《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意见表决表》

6. 《关于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相关业主的决议报告》

7.《石家庄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支用申请》

8.《维修项目分摊清册》

9. 《公示结果》及公示远、近距离照片各一张

10.《石家庄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现场情况报告》及不少于 2 张损坏部位照片

11.申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施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办 理

流 程

1、受理：申请人将所有材料整理成册，到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提出正式申请。维修资金

申请材料满足受理条件的，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正式受理；

2、审核：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3、办结：.资金划转。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维修

资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划转资金的通知，由专户银行将资金划转至申请人账户或约定账户。

工程总造价在 5 万元（含）以上的，首期款拨付工程总造价的 50%，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

申请人到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办理尾款拨付手续。



获 取

文 本

1. 现场领取

领取地址：石家庄市新华路与中华北大街交叉口石房大厦 1208 房间。

2. 网上下载

路径：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下载中心-维修资金管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

用，下载示范文本。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3.小区物业企业招投标备案

事项类型 其他类

设定依据 《石家庄市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办法》（石住建规〔2019〕1 号） 第 11 条、第 41 条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

办结时限 招标备案 5 个工作日、中标备案 5 个工作日

办理要件

1、招标备案：（一）《物业管理项目招标备案表》；（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规划详图或规划总

平面图》；（三）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招标文件；（四）招标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办理招标事宜的，

还应提供招标委托代理合同。

2、中标备案：（一）《中标备案表》；（二）《开标过程资料》；（三）《评标委员会额评标报告》；

（四）《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五）中标通知书。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并审查申请材料是

否齐全、真实

物业管理科工

作人员
即办

第二环节 审核并作出审批意见
物业管理科工

作人员
5 个工作日

第三环节 办结
物业管理科工

作人员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上、线下办理

办理地点 石家庄市市政府 1 号楼 1202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监督电话 0311-86689287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4.房屋交易资金监管（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无

法定办结时限 即办件

承诺办结时限 即办件

办理方式 线上、线下均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新华大厅-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桥西大厅-槐安西路翰林观天下 20 号底商

长安大厅-北二环东路 78 号天洲国际大厦

裕华大厅-裕华东路 150 号国际丽都 2 号楼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服务电话 0311—83078772

监督电话 0311—83078771

其他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存量房网签合同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1、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

2、买卖双方身份证明

3、户口簿

4、监管银行开户卡（全款免监管的无需提供）

5、非本市户籍家庭需提供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交纳证明

6、买卖合同（现场签订）

7、其他必要材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即办件

办理方式 线下、线上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新华大厅：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桥西大厅：红旗大街槐安路翰林观天下 20 号底商

裕华大厅：裕华东路 150 号国际丽都

长安大厅：北二环东路 78 号天洲国际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服务电话 新华大厅：0311-85275123 桥西大厅：0311-89637359

长安大厅：0311-89613899 裕华大厅：0311-83078721

监督电话 0311-67597909

其它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抵押合同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2.不动产权证书；3.主债权合同；4.抵押合同;

5.其他必要材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即时即办

办理方式 线上、线下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服务电话 0311-85020060

监督电话 0311-67597909

其它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1.所有网上签约合同

2.购房人有效身份证明

3、符合购房条件的其他材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即办

办理方式 线上、线下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服务电话 0311-85020079

监督电话 0311-67597909

其它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5.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商品房现房销售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房产交易中心

提交材料
1.现售申报表及楼盘概述；2.《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3.《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审核监制手册》、销售明细表；4. 其他必要材料。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

办理方式 线下办理

收费项目 无

办公地点 中华北大街 19 号石房大厦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服务电话 0311-85020079

监督电话 0311-67597909

其它



事项名称 6.单位自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许可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保障科

设定依据

1、住建部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 号）二十四、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应建立

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经济适用住房由市、县人民政府按限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

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的具体办法，并向社会公布。三十五、单位集资合作建房

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

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应当纳入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和用地计划管理。

2、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和落实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切实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若干意见》

（冀政[2007]95 号）十七、单位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

供应对象、产权关系等均按照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单位集资合作建房应当纳入当地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计划和用地计划管理。购房人在取得经济适用住房的《房屋所有权证》后，可以

将所购经济适用住房转让，但必须交由市、县(市)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管理中心代理，以市、

县(市)政府价格管理部门会同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核定的价格，转让给取得《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

的家庭。

办理时限 5 个工作日

结果名称 单位自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许可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原件

份数

复印件

份数

是否有

示范文

本

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经济适用住房价格批准书》

（或部队经济适用住房定价批准文件）
1 1 否

单位产《房屋所有权证》 1 否

《单位自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备案汇总表》 5 是

房屋产权面积认定书 1 否

《经济适用住房定价申报表》 1 否

单位自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承诺书 1 是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受理 保障科工作人员 3

第二环节 审核 保障科科长 1

第三环节 审批 主管局领导 1

办理形式 线下办理

办理地点 建设北大街 8 号远东大厦 605 房间

办理时间

冬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夏季：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咨询电话 0311-66188365 监督电话 0311-86689271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石家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其他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7.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备案

事项类别 其他类

实施机构 市住建局设计科

设定依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第 13 条：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

作出处理:(一)审查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查合格书，并在全套施工图上

加盖审查专用章。审查合格书应当有各专业的审查人员签字，经法定代表人签发，并加盖

审查机构公章。审查机构应当在出具审查合格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查情况报工程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二)审查不合格的，审查机构应当

将施工图退建设单位并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说明不合格原因。同时，应当将审查意见告

知书及审查中发现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问题，报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图

退建设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企业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送原审

查机构复审。

法定办结时限 无

承诺办结时限 无

办理流程

环节顺序 环节名称 办理人员 办理时限 备注

首环节

建设单位将施工图设计文

件上传至河北省施工图数

字化联合审查管理系统

施工图审查机构 即办

第二环节
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审查

合格书、报告书
施工图审查机构

按项目类型

决定

第三环节

通过河北省施工图数字化

联合审查管理系统，查看

审查结果。

设计科工作人员 即办

办理形式 线上（ http://211.90.38.38/）

办公电话 0311-661883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