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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抵押权首次登记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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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抵押权首次登记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

四、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五条

六、申请条件

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保障其债权实现，依法设立不

动产抵押权的，可以由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以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海域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一并抵押；以建筑物、构筑物抵押的，

该建筑物、构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一并抵押。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 申请人身份证明：

（1）抵押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抵押权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金融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不动产权属证书》

4. 抵押合同和主债权合同原件

主债权合同原件（最高额抵押的，应当提交一定期间内将要连续发生债权的合同或者其

他登记原因文件等必要材料）。

抵押合同原件（主债权合同中包含抵押条款的，可以不提交单独的抵押合同书。最高额

抵押的，应当提交最高额抵押合同）。

（二）委托人办理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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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登记时，与受托人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制作受理凭证，并交予申请人作为领取的凭证；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容缺受理。

（二）审核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决

定。

（三）决定

记入登记簿。

（四）送达

窗口或自助机领取《不动产证书》、快递邮寄。

九、承诺办理时限

1个工作日（不含实地查看时间）

十、法定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1. 登记费：住宅 80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2.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217088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261928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综合受理服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一）现场领取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发证窗口

（二）自助领取

1. 可就近到以下 24小时自助服务点领证：

（1）市行政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淇滨大道中段智慧鹤壁南门

（2）淇滨区政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朝歌路 2号莲鹤大厦配楼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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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示范区聆海社区政务服务区：淇水关路与鹤淇大道西南角

（4）山城区百姓之家东侧自助服务区：红旗街与山城路东南角

2. 工作日 09:00-17:00可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自助服务区领证

（三）免费邮寄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咨询窗口

（四）自行下载电子证明

下载地址：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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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
权首次登记办事指南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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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

四、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4.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

六、申请条件

依法利用国有建设用地建造房屋的，可以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一份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土地权属来源材料或不动产权属证书

4. 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5. 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6.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确认建筑区划内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

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材料

7. 房地产调查或者测绘报告

（二）委托人办理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提供：

1.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登记时，与受托人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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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制作受理凭证，并交予申请人作为领取的凭证；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容缺受理。

（二）审核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决

定。

（三）决定

记入登记簿。

（四）送达

窗口或自助机领取《不动产证书》，快递邮寄。

九、承诺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不含实地查看时间）

十、法定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1. 登记费：住宅 80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2. 证书工本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

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3.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217088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261928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综合受理服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一）现场领取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发证窗口

（二）自助领取

1. 可就近到以下 24小时自助服务点领证：

（1）市行政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淇滨大道中段智慧鹤壁南门

（2）淇滨区政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朝歌路 2号莲鹤大厦配楼一楼

（3）示范区聆海社区政务服务区：淇水关路与鹤淇大道西南角

（4）山城区百姓之家东侧自助服务区：红旗街与山城路东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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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日 09:00-17:00可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自助服务区领证

（三）免费邮寄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咨询窗口

（四）自行下载电子证明

下载地址：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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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
权转移登记（存量房买卖）办事指南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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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存量房买卖）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

四、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

4.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9.3
六、申请条件

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导致权属

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转移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的，其范围内的房屋等建

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一并转移；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其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一并转移）：

1. 买卖、互换、赠与的；

2. 继承或受遗赠的；

3. 作价出资（入股）的；

4. 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等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5. 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共有份额变化的；

6. 分割、合并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7.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发

生转移的；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不动产权属证书原件

4. 存量房买卖合同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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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人办理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提供：

1.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登记时，与受托人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制作受理凭证，并交予申请人作为领取的凭证；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容缺受理。

（二）审核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决

定。

（三）决定

记入登记簿。

（四）送达

窗口或自助机领取《不动产证书》，快递邮寄。

九、承诺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

十、法定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1. 登记费：住宅 80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2. 证书工本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

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3.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217088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261928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综合受理服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一）现场领取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发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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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助领取

1. 可就近到以下 24小时自助服务点领证：

（1）市行政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淇滨大道中段智慧鹤壁南门

（2）淇滨区政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朝歌路 2号莲鹤大厦配楼一楼

（3）示范区聆海社区政务服务区：淇水关路与鹤淇大道西南角

（4）山城区百姓之家东侧自助服务区：红旗街与山城路东南角

2. 工作日 09:00-17:00可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自助服务区领证

（三）免费邮寄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咨询窗口

（四）自行下载电子证明

下载地址：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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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
权转移登记（新建商品房买卖，含经济适用房）

办事指南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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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新建商品房买卖，含经

济适用房）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

四、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

4.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9.3
六、申请条件

已经登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因下列情形导致权属

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可以申请转移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的，其范围内的房屋等建

筑物、构筑物所有权一并转移；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其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一并转移）：

1. 买卖、互换、赠与的；

2. 继承或受遗赠的；

3. 作价出资（入股）的；

4. 法人或其他组织合并、分立等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5. 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共有份额变化的；

6. 分割、合并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

7. 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发

生转移的；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 买方有效身份证明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转让方资料：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原产权证（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5. 全额购房发票原件一份（向税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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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或第二套改善性住房的，应提交本人及家庭成员户口簿、结婚

证或离婚证（或者人民法院判决书或者人民法院调解书）或配偶死亡证明材料原件各一份（如

果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提供上述证明材料的可承诺，承诺人应承担由此承诺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向税务部门提供）

（二）委托人办理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提供：

1.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登记时，与受托人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制作受理凭证，并交予申请人作为领取的凭证；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容缺受理。

（二）审核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决

定。

（三）决定

记入登记簿。

（四）送达

窗口或自助机领取《不动产证书》，快递邮寄。

九、承诺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

十、法定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1. 登记费：住宅 80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2. 证书工本费：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向一个以上不动产权利

人核发权属证书的，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 10元。

3.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217088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261928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综合受理服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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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领取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发证窗口

（二）自助领取

1. 可就近到以下 24小时自助服务点领证：

（1）市行政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淇滨大道中段智慧鹤壁南门

（2）淇滨区政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朝歌路 2号莲鹤大厦配楼一楼

（3）示范区聆海社区政务服务区：淇水关路与鹤淇大道西南角

（4）山城区百姓之家东侧自助服务区：红旗街与山城路东南角

2. 工作日 09:00-17:00可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自助服务区领证

（三）免费邮寄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咨询窗口

（四）自行下载电子证明

下载地址：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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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出让）
办事指南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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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出让）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

四、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一十条

2.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五条

3.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

4. 《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8.1
六、申请条件

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单独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不动产登记申请表》

2.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 不动产权籍调查成果

4. 依法应当纳税的，应提交完税凭证

5. 土地出让合同和缴清土地出让价款凭证等相关材料

（二）委托人办理

在上述材料基础上提供：

1.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未经公证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登记时，与受托人

共同到不动产登记机构现场签订授权委托书）

2. 受托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符合条件的，应及时制作受理凭证，并交予申请人作为领取的凭证；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或容缺受理。

（二）审核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作出准予登记决定；申请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决

定。

（三）决定



鹤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9-

记入登记簿。

（四）送达

窗口或自助机领取《不动产证书》，快递邮寄。

九、承诺办理时限

2个工作日内（不含实地查看时间）

十、法定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内

十一、收费标准

1. 登记费：住宅 80元/件，非住宅 550元/件。

2. 小微企业免收登记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217088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261928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不动产综合受理服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一）现场领取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发证窗口

（二）自助领取

1. 可就近到以下 24小时自助服务点领证：

（1）市行政服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淇滨大道中段智慧鹤壁南门

（2）淇滨区政务中心自助服务区：朝歌路 2号莲鹤大厦配楼一楼

（3）示范区聆海社区政务服务区：淇水关路与鹤淇大道西南角

（4）山城区百姓之家东侧自助服务区：红旗街与山城路东南角

2. 工作日 09:00-17:00可到市行政服务中心（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自助服务区领证

（三）免费邮寄

智慧鹤壁二楼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咨询窗口

（四）自行下载电子证明

下载地址：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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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建筑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办事指南

http://bdc.hebi.gov.cn/ywbl/index?col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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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建筑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两县除外）

四、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2.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2010年 7月 30日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四十三条

六、申请条件

符合权限划分要求，准备齐全所要求的全部申请材料。

七、办理材料

1.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申请书》

2.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 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

4. 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

5. 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或者相关文件

6.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7. 需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建设工程应当提交修建性详细规划

8. 人防、建筑节能、国安、文物、军事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查审批意见（待相关规

定修改后或行政机关内部相关联合审验审查方式出台后，可不要求提供）

八、办理流程

1. 受理：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和实体大厅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并对

其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申请事

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应当场告知申请

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

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能当

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规定时间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

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2. 审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处室对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殊环节进

行辅助审查。

3. 决定：审批机关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

4. 送达：通知申请人，及时向申请人送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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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承诺办理时限

6个工作日

十、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338809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331677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建设工程项目全程网办服

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窗口自取或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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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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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两县除外）

四、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八条

2.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四十条

六、申请条件

申请资料齐全并符合法定要求。

七、办理材料

1.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及附图、附件

3. 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办理的，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身份证

4. 土地登记情况证明（权籍调查结果）

5.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

6.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书

8. 标绘有建设项目拟用地位置的规定比例尺的地形图

八、办理流程

1. 受理：申请人通过政务服务网和实体大厅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并对

其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工作人员通过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网接收申报材料，申请事

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或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的，应当场告知申请

人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

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在受理通知书上告知申请人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能当

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应当场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不能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当场出具收件通知书，规定时间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

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书。

2. 审查：在受理申报材料后，由办理处室对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必要，启动特殊环节进

行辅助审查。

3. 决定：审批机关作出是否同意申请事项的决定。

4. 送达：制发送达《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

九、承诺办理时限

6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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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300911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331677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建设工程项目全程网办服

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窗口领取或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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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政务服务办事大厅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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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二、实施主体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适用范围

全市（两县除外）

四、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类

五、实施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

3.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71号）

六、申请条件

取得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项目列入相关规划文件或者相关产业政策文件。

七、办理材料

（一）本人办理

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申请表》

2.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申请报告

3.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审意见

4. 项目建设依据

5. 项目可研报告及规划选址论证情况

6. 标注项目用地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7. 土地利用现状图

8. 项目用地边界拐点坐标表

（二）委托人办理

除本人办理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供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八、办理流程

（一）受理

1. 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经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决定予以

受理；

2.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3.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有权更正人当场予以更正，由更正人

在更正处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更正日期。

（二）审核

1. 提交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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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核实的，应当核实相关材料。

（三）送达

根据申请人的选择，当场送达、电子文件网上送达或者快递送达许可决定。

九、承诺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

十、法定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二、咨询电话

0392-3300913
十三、投诉电话

0392-3331677
十四、办理地址及办理时间

办理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 258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建设工程项目全程网办服

务区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五、结果领取方式

窗口领取或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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