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区告知承诺审批事项清单

序号 部门 事项名称

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

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企业营业单位注销登记

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企业营业单位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

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合并登记-办理因合并而解散的公司持有股权所在企业的变更登记

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1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所有制企业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1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1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1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分立登记-办理公司分立登记

1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注销登记

1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

1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企业备案登记

1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所有制企业备案登记

1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1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更登记

2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2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分公司变更登记

2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备案登记



2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

2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2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2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企业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2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备案登记

2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注销登记

2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3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3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3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3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3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企业营业单位变更登记

3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3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设立登记

3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备案登记

3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

3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变更登记

4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注销登记

4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注销登记

4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企业营业单位设立登记

4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4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设立登记

4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4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分公司注销登记



4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注销登记

4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合并登记-办理因合并而解散的公司申请分公司变更登记

4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企业营业单位设立登记

5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企业营业单位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5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5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5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合并登记

5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注销登记

5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分公司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5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5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备案登记

5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分立登记

5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6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备案登记

6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6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设立登记

6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6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注销登记

6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所有制企业注销登记

6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营业执照遗失补领、换发（增发）

6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变更登记

6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6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登记

7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企业营业单位注销登记



7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7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变更登记

7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7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合并登记-办理公司合并登记

7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注销登记

7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变更登记

7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7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备案登记

7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登记

8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

8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变更登记

8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变更登记

8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8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分立登记-办理分立公司下属分公司的变更登记

8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合伙企业备案登记

8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8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企业注销登记

8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备案登记

8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换发、申领、补发执照登记

9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企业营业单位变更登记

9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体所有制企业设立登记

9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登记

9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内资公司分立登记-办理因分立公司持有股权所在企业的变更登记

9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民所有制企业设立登记



9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设立登记

9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注销登记

9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备案登记

9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变更登记

9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因登记证或代表证丢失、损毁申领补发

10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

10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10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10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港澳台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10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港澳台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10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港澳台个体工商户增、减、补、换照登记

10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港澳台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10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申领、补发证照登记

10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

10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权出质撤销登记

110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权出质变更登记

11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权出质注销登记

112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113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告知承诺）

114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门、企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查（告知承诺）

115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食杂店备案新办

116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食杂店备案延续

11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小食杂店备案注销

118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119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注销

120 区财政局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121 区城市管理委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资质

122 区城市管理委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审批

123 区城市管理委 从事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审批

124 区城市管理委 建筑垃圾、土方、砂石运输车辆准运许可

125 区城市管理委 设置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许可

126 朝阳公安分局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27 朝阳公安分局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128 朝阳公安分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中信息网络安全审批

129 朝阳运输管理分局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130 朝阳运输管理分局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131 区商务局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申请）-自行检测

132 区商务局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申请）-委托第三方检测

133 区商务局 粮食收购资格认定（变更、延续）

134 区农业农村局 续展兽药经营许可证审批

135 区农业农村局 兽药经营变更备案

136 区农业农村局 变更兽药经营许可证审批

137 区农业农村局 新申请兽药经营许可证审批

138 区农业农村局 补发动物诊疗许可证审批

139 区农业农村局 变更动物诊疗许可证审批

140 区农业农村局 新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审批

141 区人力社保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

142 区人力社保局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批



143 区人力社保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告知承诺审批）

144 区人力社保局 劳务派遣经营、变更、延续、注销许可

145 区人力社保局 集体合同审查

146 区人力社保局 集体合同备案

147 区人力社保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148 区生态环境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变更

149 区生态环境局 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审批

150 区生态环境局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151 区生态环境局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152 区水务局　 建设项目节水设施方案审查

153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新办

154 区卫生健康委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

155 区卫生健康委 中医诊所备案

156 区文化和旅游局 新申请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157 区文化和旅游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变更申请

158 区文化和旅游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补证申请

159 区文化和旅游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注销申请

160 区文化和旅游局 新申请 个体演员备案

161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个体演员备案变更申请

162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个体演员备案注销申请

163 区文化和旅游局 新申请 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164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变更申请

165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补证申请

166 区文化和旅游局 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注销申请



167 区文化和旅游局 注销有线电视站、广播电视站

168 区文化和旅游局 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文物藏品档案、管理制度备案

169 区消防救援支队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170 区新闻出版局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个体工商户）

171 区新闻出版局 出版物零售单位变更（个体工商户）

172 区新闻出版局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

173 区园林绿化局 延期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174 区园林绿化局 变更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175 区园林绿化局 新办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176 区园林绿化局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177 区园林绿化局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社会投资项目）

178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建筑业企业首次申请资质

179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80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申请

181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82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83 区司法局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184 区司法局 律师重新执业许可

185 区司法局 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186 区司法局 律师执业许可

187 区司法局 专职律师转兼职律师

188 区司法局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同城分所设立

189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

190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审批



191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活动场所异地重建审批

192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

193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团体成立前审批

194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担任或离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备案

195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培训班备案

196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民族宗教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审批

197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开展宗教教育培训审批

198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藏传佛教寺院定员数额备案

199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登记

200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民族学校和托幼园（所）设置批准

201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登记审批

202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审批

203 区民宗办/区委统战部 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