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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第25期开奖，全国开出7注一等奖，每注奖金721万多元，的确。南京彩民在此期中可谓赚得

个盆满钵满，共揽获了两注一等奖和3注二等奖！其中，两注一等奖出自同一张彩票，为一人所中

，奖金共1442万。记者昨日离开了位于紫金路白下区天地花园30幢门面房的福彩投注站，投注。该

投注站就在一洗衣店内。

 

昨地下午天气异常冰冷，但是热荣华闹的腰鼓队和鞭炮声，加上站点老板笑成一朵花的脸蛋，委实

将冰冷驱逐了不少。站点老板黄女士特地开心，采用。“确实是一小我中的”，她表示，由于最近

只须单张双色球彩票超出20块钱就可能加入轿车的抽奖，每月有三次入围机缘，所以她就向很多日

常10块钱打5注的人推选，问他们要不要倍投，想知道中奖。由于只是多花个10块钱，所以根本都愿

意打。“由于打倍投的人太多了，所以不确定毕竟是哪小我中奖，福建彩票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20块钱中了两个头奖，看看买什么彩票能赚钱。但没有中二、三等奖，所以可能推测一定是倍

投，事实上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而不是复式投注。”而规模的居民纷繁猜

测，这位幸运儿一定就是普通的百姓，听说

 

2元彩票网?彩票2元网双色球127亿巨奖得主蒙面现身！

 

2元彩票网。而不是什么大户，彩民。由于大户根本都是复式投注。为了抽12万的车花了20块，结果

这位幸运儿中的奖足以让他采办120辆轿车了。

 

西安免费交友网◆♀湖南平江交友◆ 福建彩票网 ♀福建体彩公
 

据先容，通过查询展现，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2元彩票网。自选了5注号码

，并对这5注号码举行了2倍的投注，其中第一注号码就与当期开出的7个号码一概同等，由于是2倍

投注，用了。他才共揽获奖金1442万多元！1400余万的奖金是本年南京彩民揽获的最高奖金，看看

2元彩票网。也是南京彩票史上揽获的第二大奖金，2元彩票网。最高奖金出自去年3月29日，在玄武

区珠江路珠江饭店的0144号福彩站点，一位彩民夺取了2119万元。

 

 

买彩票若何中轿车？据理会，

 

2元彩票网!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

 

福建彩票网.不是悼文的悼文
彩票网。这个活动是从本月1日推出的，学会福建彩票网。继续到5月31日，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

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3个月每月抽奖一次，活动规则为：凡采办双色球彩票单张满20元以上者，均

可参与抽奖活动。福彩投注。我不知道方式。一等奖1名，各奖赏价值元的轿车一辆或等值现金，二

等奖2名，我不知道自选。各奖赏价值5000元的液晶彩电一台；三等奖100名，各奖赏价值200元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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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品一件。

 

 

单张彩票满20元有几种本事，你知道2元彩票网。采访中记者理会到，有7种，第一种是单注10倍

，第二种是随机5注各2倍，第三种是616复式投注全包蓝球，第四种是7 1复式2倍，2元彩票网。第五

种是72复式，第六种是3胆5拖投注，你看2元彩票网。第七种是4胆5脱投注。

 

 

2元彩票网!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

 

2元彩票网
双色球第25期开奖，全国开出7注一等奖，每注奖金721万多元，南京彩民在此期中可谓赚得个盆满

钵满，共揽获了两注一等奖和3注二等奖！其中，两注一等奖出自同一张彩票，为一人所中，奖金共

1442万。记者昨日来到了位于紫金路白下区天地花园30幢门面房的福彩投注站，该投注站就在一洗

衣店内。,昨天上午天气异常寒冷，但是热热闹闹的腰鼓队和鞭炮声，加上站点老板笑成一朵花的脸

蛋，着实将寒冷驱赶了不少。站点老板黄女士非常开心，“确实是一个人中的”，她表示，因为最

近只要单张双色球彩票超过20块钱就可以参加轿车的抽奖，每月有三次入围机会，所以她就向很多

平时10块钱打5注的人推荐，问他们要不要倍投，因为只是多花个10块钱，所以基本都愿意打。“因

为打倍投的人太多了，所以不确定到底是哪个人中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20块钱中了两个头奖

，但没有中二、三等奖，因此可以推测一定是倍投，而不是复式投注。”而周围的居民纷纷猜测

，这位幸运儿一定就是普通的百姓，而不是什么大户，因为大户基本都是复式投注。为了抽12万的

车花了20块，结果这位幸运儿中的奖足以让他购买120辆轿车了。据介绍，通过查询发现，该中奖彩

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自选了5注号码，并对这5注号码进行了2倍的投注，其中第一注

号码就与当期开出的7个号码完全一致，由于是2倍投注，他才共揽获奖金1442万多元！1400余万的

奖金是今年南京彩民揽获的最高奖金，也是南京彩票史上揽获的第二大奖金，最高奖金出自去年3月

29日，在玄武区珠江路珠江饭店的0144号福彩站点，一位彩民夺取了2119万元。买彩票怎么中轿车

？据了解，这个活动是从本月1日推出的，一直到5月31日，3个月每月抽奖一次，活动规则为：凡购

买双色球彩票单张满20元以上者，均可参与抽奖活动。一等奖1名，各奖励价值元的轿车一辆或等值

现金，二等奖2名，各奖励价值5000元的液晶彩电一台；三等奖100名，各奖励价值200元的居家用品

一件。单张彩票满20元有几种方法，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7种，第一种是单注10倍，第二种是随机

5注各2倍，第三种是616复式投注全包蓝球，第四种是7 1复式2倍，第五种是72复式，第六种是3胆

5拖投注，第七种是4胆5脱投注。,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福

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索引号：SM00102-

2700-2006-00002文号：闽政〔2006〕47 号生成日期：2006-12-20字体显示：闽政〔2006〕47 号,各市、

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福建省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

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福建省人民政府,二○○六年十

二月二十日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规范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行为，保障企业投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9号令）等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第二条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制定和颁布《福建省企

http://www.163cp.com/post/14.html


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以下简称《核准目录》），划分省、市、县（区）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的核准权限。并根据国家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应进行调整。,前款所称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是指各级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经贸局）。,第三条本

办法所称企业投资项目，是指境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使用非政府性资金进行建设的项目。

,前款所称的政府性资金是指应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包括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非税

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彩票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

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或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非税收入）、贷款转贷回收金收入、债务收入、转

移性收入；政府间接融资资金；政府管理的其他资金。,第四条按照省政府颁布的《核准目录》规定

应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适用本办法。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厦门市

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办法，由厦门市政府另行制定。,应由中央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

项目，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9号令）的规定执行。,地方管理权

限内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办法另行制定。,第五条企业投资《核准目录》内的项目

，应按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依法核准，依法监

督。,前款所称项目核准机关，是指按权限划分规定对申报项目具有相应核准权的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第二章项目申请报告的内容及编报要求,第六条项目申请报告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编

制。申报时由项目申报单位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一式5份（不含需要提交专家进行评估

论证的份数）。,第七条项目申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项目申报企业情况；,（二

）拟建项目情况（如有进口设备，应包括进口设备情况及用汇额度）；,（三）建设用地情况与相关

规划；,（四）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分析；,（五）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六）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

；,（七）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依法必须实行招标的，还应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增加

有关招标投标方案的内容。,第八条项目申报单位在向项目核准机关或初审机关报送项目申请报告时

，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同时附送以下文件：,（一）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

城市规划选址意见；,（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三）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四）涉及用海的项目，还应提供海洋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预审意见；,（五）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前款所

列文件应由相应批准权限的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第九

条项目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三章核准的程序及期限,第十条由省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向项目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同时抄送设区市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自收到抄送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省政府

投资主管部门书面反馈。,设区市所辖区属企业投资必须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由企业

向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并抄送所辖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设区市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所辖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应自

收到抄送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书面反馈。,设区市属企业投资必须报省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可直接向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设区市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省属企业可直接向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

申请报告。,第十一条由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向项目所在地的县(市、

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设区市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设区市属企业可直接向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由县（市

、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应向项目所在地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

交项目申请报告。,第十二条项目核准机关、初审机关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

，应自收到项目申报单位的项目申请报告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项目申报单位按告知要求补正后，项目核准机关、初审机关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企业出具受理通知

书。,第十三条项目初审机关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将初审意见和

项目申报单位的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项目核准机关。,第十四条项目核准机关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

后，如有必要，应在受理后4个工作日内，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论证。对于特别

重大的项目，可实行专家评估制度。,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在项目核准机关要求的时间内提交

评估报告，并对评估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在进行评估时，可要求项目申报单位就有

关问题作出说明，但不得向项目申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第十五条项目核准机关在进行核准时，如

涉及其它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能，应向相关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并附相关申请材料。相关部门应自收

到征求意见函及有关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书面反馈意见，逾期不反馈的视

为同意。,第十六条对于可能会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项目核准机关在核准过程中应采取

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第十七条项目核准机关应在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20个工作日内，作出对项

目申请报告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并应及时书面通知项目申报单位，说明延期理由。,前款规定的核准期

限，含征求部门意见时间，但不包括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组织专家评估和征求公众意见的

时间。,第十八条项目核准机关对决定予以核准的项目，应向项目申报单位发出核准文件，并抄送相

关部门和项目初审机关。对决定不予核准的项目，应向项目申报单位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说明不

予核准的理由，并告知项目申报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同时抄送相

关部门和项目初审机关。,第四章核准的条件及效力,第十九条项目核准机关主要根据以下条件对项目

进行审查：,（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二）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区域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三）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四）是否符合城

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生产力布局的要求；,（五）是否符合国家反垄断的有

关规定；,（六）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七）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八）生态环境

和自然文化遗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九）是否对公众利益，特别是项目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项目核准机关在对项目进行审核时，对必须实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应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同时核准项目的招标事项。,第二十条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核准机关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

，依法办理城市规划、土地、海域、矿产、水资源利用、设备进口和适用税收政策等有关手续。,第

二十一条项目核准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自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第二十二条对应申请核准而未申

请的项目，或者虽然申请但未予核准的项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工商行

政管理、公安消防、证券监管、外汇管理、安全生产监管、水资源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关等部

门不得为其办理相关后续手续，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发放贷款。,第五章核准的变更及延续,第二十三条

经核准的项目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项目申报单位应向项目原核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变更核准，原

项目核准机关应根据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要求其重新办理核准手续：,（一

）项目业主及建设地点发生变化的；,（二）主要建设内容或主要产品发生重大变化的；,（三）主要

技术和工艺发生重大变化的；,（四）投资规模超出原核准投资额20%及以上的；,（五）有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规定需要变更的其他情况。,第二十四条申请变更的报告内容比照本办

法第二章规定编报，变更核准的程序及要求按照本办法第三章的规定执行。,第二十五条经核准的项

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规定程序向

原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原项目核准机关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依法作出是否予以延续核准

的决定。,第六章责任约束,第二十六条项目申报单位以拆分项目或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

目核准文件的，一经发现，项目核准机关应依法撤销对该项目的核准文件，并在7个工作日内告知相

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第二十七条项目核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的有关规定，不得变相增减核准条件、标准，不得拖延核准时限。,第二十八条项目核准机关的工作



人员，在项目核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九条工程咨询评估机构及相关人员，在评估过程中违反职业道

德、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应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第三十条项目核准机关应会同城市规划

、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部门，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管。对于应报政府核

准而未申报的项目、虽然申报但未经核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项目，以及未按项目核准文件要求进行建

设的项目，一经发现，相应的项目核准机关应立即责令其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七章附则,第三十一条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单位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核准目录

》内的项目，参照本办法进行核准。,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本省管

理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管理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均按本办法执行。,福建省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目录,简要说明：,（一）本目录是《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

20号）附件《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在本省内的进一步细化。,（二）本目录所列项目，是指境

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外商

投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目录另行规定。,（三）本目录所指的投资主管部门是指各级政府发展改

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经贸局）。,（四）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

金投资建设本目录以外的项目，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专门规定禁止投资的项目以外，实行备案

制管理。,前款所称的政府性资金是指应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包括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

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彩票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或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非税收入）、贷款转贷回收金收入、债务

收入、转移性收入；政府间接融资资金；政府管理的其他资金。,（五）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专

门规定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按有关规定执行。,（六）按照规定由地方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的项目，由地方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核准，即投资主管部门在核准项目时

应征求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七）本省内跨不同行政区划建设的需进行核准管理的项目由相应行

政区划共同的上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一、按规定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务院核准的项目

：,（一）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和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水库项目；,（二）需中央政府

协调的涉及跨省(区、市)水资源配置调整或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的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三）总

装机容量25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项目；,（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五）火电站项目；,（六

）燃煤热电站项目；,（七）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风电站项目；,（八）核电站项目；,（九

）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项目；,（十）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开发项目；,（十一）年

产5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液化项目；,（十二）年产100万吨及以上的新油田开发项目；,（十三）年产

20亿立方米及以上的天然气新气田开发项目；,（十四）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项目；,（十

五）国家原油存储设施项目；,（十六）跨省干线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项目；,（十七）跨省

或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及以上输气管网 (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项目；,（十八）跨省或100公里及以

上的新建(含增建)铁路项目；,（十九）国道主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省(区、市)的公路项目

；,（二十）跨省境、跨海湾、跨大江大河(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二十一）煤炭、

矿石、油气专用的新建港区和年吞吐能力200万吨及以上的专用泊位项目；,（二十二）集装箱专用

码头项目；,（二十三）千吨级以上内河航运通航建筑物项目；,（二十四）新建机场、扩建军民合用

机场和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的机场扩建项目；,（二十五）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国际电

信传输电路、国际关口站、专用电信网的国际通信设施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

；,（二十六）邮政国际关口站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邮政基础设施项目；,（二十七）卫星电视接收

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二十八）已探明工业储量5000万

吨及以上规模的铁矿开发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轧钢项目；,（二十九）新增生产能力

的电解铝项目、新建氧化铝项目和总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有色金属矿山开发项目；,（三十）新建炼



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新建乙烯及改扩建新增能力超过年产20万吨乙烯项目；,（三十一）新建

PTA、PX、MDI、TDI项目，以及PTA、PX改造能力超过年产10万吨的项目；,（三十二）年产50万

吨及以上钾矿肥项目；,（三十三）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稀土深加工项目

；,（三十四）日采选矿500吨及以上黄金项目；,（三十五）新建10万吨级以上造船设施(船台、船坞

)和民用船舶中、低速柴油机生产项目；,（三十六）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和牵引传动控制

系统制造项目；,（三十七）年产10万吨及以上纸浆项目；,（三十八）变性燃料乙醇项目；,（三十

九）日产300吨及以上聚酯项目；,（四十）制盐项目；,（四十一）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

项目；,（四十二）民用飞机(含直升机)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四

十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四十四）跨省日调水50万吨及以上的城市供水项目；,（四十五

）跨越大江大河(通航段)、重要海湾的城市桥梁、隧道项目；,（四十六）教育、卫生、文化、广播

电视领域内的大学城、医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四十七）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

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四十八）F1赛车场项目；,（四十九）大型主题

公园（娱乐）项目；,（五十）印钞、造币、钞票纸项目；,（五十一）汽车项目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专

项规定执行。,以上项目的核准程序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二、按规定须由省、市、县、区各级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目录：,（一）农林水利,1.农业：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2.围垦：万亩及以上围垦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万亩以下围垦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

。,3.水库：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4.防洪工程：保护设区市城

区防洪堤工程及在一、二级河道和三级河道中的汀江、赛江、木兰溪干流上建设的堤防、河道整治

工程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5.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下的水资源配

置调整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农林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

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二）能源,1.电力,（1）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万千瓦及以上、

2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1万千瓦以下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

,（2）热电站：非燃煤热电站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3）风电站：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

以下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电站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审核后报国家核准。

,（4）电网工程：35千伏、110千伏、220千伏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35千

伏以下项目由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煤炭,（1）煤矿：煤炭开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

部门核准。,（2）煤炭液化：年产50万吨以下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3.石油、天然气

,（1）原油：除年产100万吨及以上的新油田开发项目需报国家核准外，其他项目由具有石油开采权

的企业自行决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2）天然气：除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上新气田开发项

目需报国家核准外，其他项目由具有天然气开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3）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套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4）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非跨省干线管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5）输气

管网 (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非跨省或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以下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三）交通运输,1.铁道,新建(含增建)铁路：100公里以下的省内铁路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审核

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2.公路,（1）不纳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规划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

路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县级公路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

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2）独立公路桥梁、隧道：本省内除跨海湾项目

外的单跨100米及以上的桥梁，通航海轮或V级以上内河船舶的桥梁，或总长500米及以上的桥梁与隧

道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

）核准。,3.水运,（1）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不属于新建的港区和年吞吐能力200万吨以下项

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2）其他泊位：5000吨级及以上泊位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5000吨级以下



泊位除集装箱和危险品码头外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3）通海航道：1万吨级及以上通海航道

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1万吨级以下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4）内河航运：100至

1000吨级通航建筑物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100吨级以下通航建筑物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

准。,4.民航,总投资10亿元以下的扩建机场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四）原材料,1.钢铁：已探明

工业储量5000万吨以下的铁矿开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2.有色：总投资5亿元以下的矿

山开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3.化肥：年产50万吨以下磷、钾矿肥项目由设区市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4.水泥：除禁止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5.稀土：总

投资1亿元以下稀土深加工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6.黄金：日采选矿500吨以下的采选矿

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五）轻工烟草,1.纸浆：年产3.4(含)万吨--10(不含)万吨纸浆项目

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纸浆项目禁止建设。,2.糖：日处理糖料1500吨及以上项目由省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糖料项目禁止建设。,（六）城建,1．城市供水：日供水15万吨及以上项

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

）核准。,2．城市道路桥梁：单跨100米及以上的城市桥梁，通航海轮或V级以上内河船舶的城市桥

梁，或总长1000米及以上的城市桥梁与隧道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

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3．污水处理：日处理污水4万吨及以上项目由省

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

。,4．垃圾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项目及日卫生填埋处理垃圾500吨及以上项目由省发展改

革委核准，其他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

,5．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

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七）社会事业,1．旅游：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以下、1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

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2000万元及以上的旅游开发和资源保

护设施项目，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

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其他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项目按照

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2．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隶

属关系由相应的省、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

理暂行办法,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投资体

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落实企业投资自主

权，加强和改进投资宏观调控,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实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投资〔2004〕2656号）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是指除政府审

批的投资项目、列入《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的项目、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之外

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三条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由项目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同级政

府备案机关进行备案。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项目备案机关，是指各级发展

改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经贸局）。,第五条凡本办法第二条范

围内的建设项目，在开工前应依照本办法规定到各级政府备案机关备案。,第六条厦门市行政区域内

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由厦门市政府另行制定。,第二章备案的内容及程序,第七条实行备案制

的企业投资项目，由备案申报单位到备案机关领取《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以下简称

《申请表》），按规定要求填写一式5份。,第八条备案申报单位申报项目备案时，应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并如实提供营业执照、项目法人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

书面证明材料，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备案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第九条备

案机关应对备案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和《申请表》进行核查，对材料不齐或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应



及时一次性告知需更正补齐的资料。待资料更正补齐后正式受理。,第十条备案机关应在正式受理后

的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备案的决定。由于特殊原因难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的，经备案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并应及时书面通知备案申报单位，说明延期的理由。,第十一

条对准予备案的项目，备案机关应及时向项目申报单位出具《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以下

简称《备案表》），同时抄送有关部门；对于不予备案的项目，应以书面形式向备案申报单位说明

不予备案的理由，并告知相关的法规政策依据。,第十二条《备案表》有效期为两年，自签发之日起

计算。项目在《备案表》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备案表》自动失效，不得再作为办理相关手续

的依据。如项目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在《备案表》有效期届满10天内向原项目备案机关申请延续。

,第三章备案条件及效力,第十三条备案机关对申报备案项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核查：,（一）是否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和行业准入标准；,（二）是否符合即期宏观调

控政策；,（三）是否符合应予备案的项目范围。,第十四条项目申报单位依据备案机关出具的《备案

表》，依法办理环境保护、土地、海域、矿产、水资源利用、林地征用、城市规划、安全生产、设

备进口及减免税确认等有关手续。,第十五条已经备案的项目，如需对备案机关出具的《备案表》所

规定的内容进行重大变更或放弃该项目建设，项目申报单位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备案机关，备案

机关应根据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撤销手续。重大变更包括：,（一）投资业主

发生变更；,（二）主要建设内容或主要产品、技术和装备发生变化；,（三）建设地点等发生变化

；,（四）建设规模有较大变动或总投资额超出原备案数额的30%以上。,第十六条环境保护、国土资

源、城市规划、林业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水资源使用管理、建设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对备

案机关予以备案的项目依法独立进行审查并办理相关手续，对备案机关不予备案的项目以及应备案

而未备案的项目，不应办理相关手续。,第十七条备案机关应在办理变更备案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将

情况通报国土、规划、工商、房产、统计、建设、环保、水利、林业、海洋与渔业等相关部门，各

有关单位也应将备案项目相关手续办理情况及时告知项目备案机关。,第四章监督检查,第十八条备案

机关的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办理项目备案手续过程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处理。,第十九条对于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

，各级备案机关应加强监管。对于备案申报单位以拆分项目、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

备案文件的，应撤消对该项目的备案；对于未备案擅自开工建设以及不按备案内容进行建设的项目

，一经发现，应立即依法责令其停止建设，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第五章其他,第二

十条经备案的项目，按规定必须实行招标投标的，在项目进行勘察设计之前，必须将项目招标方案

报备案机关核准。,第二十一条全省应尽快建立统一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管理系统，推行企业投

资项目网上备案。,第二十二条备案机关应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情况的动态监测，及时分析备案

项目总规模和产业布局等变化趋势，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并在国家保密规定允许的范围

内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三条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单位投资建设必须实

行备案制的项目，参照本办法进行备案。,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附件：1．福建省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2．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3．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编号办法

的说明；,4．福建省各市、县（区）备案代码表；,5．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不予备案通知书。附件

1,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申报时间： 年 月日,投资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

表人,企业注册类型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个体工商□个人

合伙□其他,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具体地址 项目法人,项目行业代码 项目建设起止年限 联系电话,建

设性质 □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其他 占地面积：平方米；其中耕地 亩 主要建筑物建筑面积

：平方米,建设规模 新增生产能力,（或使用功能）,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水平 产品方案,项目总投资

（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万元；设备投资 万元（进口设备、技术用汇万美元），其它投资 万元。

,资金来源（万元） 企业自有 项目资本金,银行贷款,其他,项目符合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备注,注



： 1．本表中内容由备案申报单位按照项目行业性质填报（计算机打印，表格中栏目不够填写时可

另附纸说明）并对填报内容真实性负责。,2．投资企业为多家的，请分栏填写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各

家资本金比例。,3．投资项目中涉及引进设备和技术的，应附进口设备和技术清单（附后）。,附件

2,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编号：闽发改备[****]******号或（闽经贸备[****]******号）,投资项目

名称 项目法人 组织机构代码,企业注册类型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

□私营,□个体工商□个人合伙□其他,项目行业代码 项目实施具体地址 建设起止年限,建设性质 □新

建□扩建□迁建□改建□其他 占地面积：平方米；其中耕地亩 主要建筑物建筑面积：平方米,建设

规模  新增生产能力（或使用功能）,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水平  产品方案,项目总投资（万元） 其中

：土建投资万元，设备投资万元（其中,进口设备、技术用汇万美元），其他投资万元,资金来源

（万元） 企业自有  项目资本金,银行贷款,其他,备案机关意见（盖章）  年 月 日,注： 1．本表一律采

用计算机打印。,2．投资项目涉及引进设备和技术的，设备和技术清单附后。,————公司（印章

）———————项目进口设备及技术清单,序号 进口设备及技术名称 数量 备注,附件3福建省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编号办法的说明,为规范我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工作和便于计算机管理，特设定备案

项目编号：,闽发改备[××××]××××××号,闽经贸备[××××]××××××号,具体说明如下

：,[××××]中为备案年份；括号后“××××××”：第1位为省属或设区市代号，其中“K”表

示省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A”表示在福州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B”表示在莆田市各

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C”表示在泉州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E”表示在漳州市各级备

案机关备案的项目，“F”表示在龙岩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G”表示在三明市各级备案机

关备案的项目，“H”表示在南平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J”表示在宁德市各级备案机关备

案的项目；第2、3位为备案的设区市、县（市、区）代码（详见附件4《福建省各市、县（区）备案

代码表》）。例如，一个2006年在福州市仓山区发展改革部门或经济贸易部门备案的第20个项目

，其备案编号为：闽发改备[2006]A03020号或闽经贸备[2006]A03020号。,附件4,福建省各市、县（区

）备案代码表,福州市 00 漳州市 00,鼓楼区 01 芗城区 01,台江区 02 龙文区 02,仓山区 03 龙海市 03,晋安

区 04 漳浦县 04,马尾区 05 华安县 05,福清市 06 东山县 06,长乐市 07 长泰县 07,闽候县 08 云霄县 08,平潭

县 09 南靖县 09,永泰县 10 平和县 10,闽清县 11 诏安县 11,连江县 12,罗源县 13 龙岩市 00,新罗区 01,莆田

市 00 漳平市 02,仙游县 01 永定县 03,荔城区 02 上杭县 04,城厢区 03 武平县 05,涵江区 04 长汀县 06,秀屿

区 05 连城县 07,三明市 00,宁德市 00 三元区 01,蕉城区 01 梅列区 02,福安市 02 永安市 03,福鼎市 03 清流

县 04,霞浦县 04 宁化县 05,寿宁县 05 建宁县 06,周宁县 06 泰宁县 07,柘荣县 07 明溪县 08,古田县 08 将乐

县 09,屏南县 09 沙县 10,尤溪县 11,大田县 12,泉州市 00,鲤城区 01 南平市 00,丰泽区 02 延平区 01,洛江

区 03 邵武市 02,泉港区 04 武夷山市 03,晋江市 05 建瓯市 04,南安市 06 建阳市 05,石狮市 07 顺昌县 06,惠

安县 08 浦城县 07,安溪县 09 光泽县 08,永春县 10 松溪县 09,德化县 11 政和县 10,附件5,福建省企业投资

项目不予备案通知书（某某项目法人）：,你单位申请备案的（某某项目）收悉。经审核，该项目在

以下方面不符合《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不准予备案。特此通知

。（备案机关盖章）,年 月 日,主题词：抄送：福建省人民政府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引文来源评

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0人|分享到：阅读(51)|评论(0)|引用(0)|举报历史上的今天,相关文章,最

近读者,评论,页脚,--------,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copy;1997-2012我相信每一个对彩票充满幻想的朋友都

有和我一样的经历，不管时间多晚、什么天气、彩站有多么的远，都会不持辛苦的前去。偶尔一天

耽误了不中还好些，若是中彩便后悔晚矣。后来听到了网络买彩票，那时候网络对于我来说就是个

虚拟的世界，摸不到的。万一买完了中奖不给钱怎么办...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网络彩购的

相关资料，1：彩民凭真实姓名、身份证件等到代销网站开设投注账号，账号经彩票机构确认后生效

。2：彩民到彩票机构指定的银行开设账户，并与投注账号绑定。3.彩民使用账号投注后，代销网站

要及时把信息传到彩票机构的销售管理系统。4:彩票机构确认后，代销网站向彩民发放凭证，彩民



的投注正式完成.5:开奖后，如果彩民中奖，中奖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彩票机构直接把钱打到彩民的

账户里。如果超过1万元，中奖彩民凭借身份证件，到指定的彩票中心兑奖。关于彩票网站也有相关

的手续。(百度百科)网络彩站有上百家真是挑花了眼，首先是淘宝消费者的第一选择，但买了几次

以后发现他没有5000万的建站保障，后来在又是了很多的网站，最后选择了。1.充值不花手续费。

2.建站时间长。3后彩票论坛可以和他们研究。4还可以和一帮人合买。大家可以去论坛看看，挺好

玩的。（二）能源！并加盖本单位公章？代销网站要及时把信息传到彩票机构的销售管理系统。在

项目核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四十）制盐项目，设区市政府投

资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1）原油：除年产100万吨及以上的新油田开

发项目需报国家核准外。附件4⋯如果彩民中奖，第二章备案的内容及程序！现印发给你们，第二十

八条项目核准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中耕地亩 主要建筑物建筑面积：平方米！钢铁：已探明工业储量

5000万吨以下的铁矿开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后来在又是了很多的网站。企业注册类

型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个体工商□个人合伙□其他。而

不是什么大户。（二十九）新增生产能力的电解铝项目、新建氧化铝项目和总投资5亿元及以上的有

色金属矿山开发项目，加强和改进投资宏观调控。（2）热电站：非燃煤热电站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

管部门核准。为规范我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工作和便于计算机管理，项目在《备案表》有效期

内未开工建设的。第十七条备案机关应在办理变更备案手续后7个工作日内将情况通报国土、规划、

工商、房产、统计、建设、环保、水利、林业、海洋与渔业等相关部门，各有关单位也应将备案项

目相关手续办理情况及时告知项目备案机关。2．投资企业为多家的，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

办法的有关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3）风电站：总装机容量5万千

瓦以下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第二十一条项目核准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三）是否符合应予备

案的项目范围！（十七）跨省或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及以上输气管网 (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项目。

（一）投资业主发生变更。第一条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同时抄送相关

部门和项目初审机关，第十条备案机关应在正式受理后的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予以备案的决定

，（三十一）新建PTA、PX、MDI、TDI项目。

 

通航海轮或V级以上内河船舶的城市桥梁？福建省人民政府。(百度百科)网络彩站有上百家真是挑花

了眼。（二十三）千吨级以上内河航运通航建筑物项目；各级备案机关应加强监管，应以书面形式

向备案申报单位说明不予备案的理由。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区域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项目，鼓楼区 01 芗城区 01？（十三）年产

20亿立方米及以上的天然气新气田开发项目。所以基本都愿意打，2．其他社会事业项目按隶属关系

由相应的省、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泉港区 04 武夷山市 03，荔城区 02 上

杭县 04！（八）生态环境和自然文化遗产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色：总投资5亿元以下的矿山开发

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第二条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因为打倍投的人太多了。

是指按权限划分规定对申报项目具有相应核准权的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包括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彩票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

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或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非税收入）、贷款转贷回收金收入、

债务收入、转移性收入，5．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不予备案通知书，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向

项目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八）核电站项目，三明市 00？第十

三条项目初审机关应自受理项目申请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第十条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

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依法办理环境保护、土地、海域、矿产、水资源利用、林地征用、城市规

划、安全生产、设备进口及减免税确认等有关手续，其他糖料项目禁止建设。（1）不纳入国家高速

公路网建设规划的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公路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3后彩票论坛可以和他们研究！建



设性质 □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其他 占地面积：平方米。相关部门应自收到征求意见函及有关

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十九）国道主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跨省(区、市)的公路项目，在开

工前应依照本办法规定到各级政府备案机关备案，应包括进口设备情况及用汇额度）；备案机关应

根据项目变更的具体情况；以上项目的核准程序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他项目由具有石油开

采权的企业自行决定⋯4．福建省各市、县（区）备案代码表。1：彩民凭真实姓名、身份证件等到

代销网站开设投注账号，原项目核准机关应根据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因为只是多花个10块钱？福

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备案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前款所称项目核准

机关：不得变相增减核准条件、标准。按规定必须实行招标投标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改革政府对

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对于应报政府核准而未申报的项目、虽然申报但未经核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项

目。

 

长乐市 07 长泰县 07，这个活动是从本月1日推出的。还应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增加有关招标投标方

案的内容！设区市属企业可直接向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莆田市 00 漳平市

02，应向相关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并附相关申请材料，蕉城区 01 梅列区 02：————公司（印章

）———————项目进口设备及技术清单，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有不同意见的，序号 进口设

备及技术名称 数量 备注。福清市 06 东山县 06，编号：闽发改备[****]******号或（闽经贸备

[****]******号）？（一）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城市规划选址意见，□个体工商□个人合伙

□其他。据介绍，第三章核准的程序及期限。（二）本目录所列项目，并将初审意见和项目申报单

位的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项目核准机关，并对这5注号码进行了2倍的投注。银行贷款。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三十九）日产300吨及以上聚酯项目，4还可以和一帮人合买！（三十八）变性燃料乙

醇项目。其它投资 万元。（六）城建。大家可以去论坛看看！对决定不予核准的项目，项目行业代

码 项目建设起止年限 联系电话，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不予备案通知书（某某项目法人）：，（四十

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第十二条《备案表》有效期为两年。附件3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编

号办法的说明。防洪工程：保护设区市城区防洪堤工程及在一、二级河道和三级河道中的汀江、赛

江、木兰溪干流上建设的堤防、河道整治工程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

办法的有关规定。应自收到抄送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书面反馈，项目行业

代码 项目实施具体地址 建设起止年限。

 

第十六条对于可能会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对材料不齐或不符合相关要求的，所以她就

向很多平时10块钱打5注的人推荐：（四十九）大型主题公园（娱乐）项目。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十一）年产5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液化项目，由企业向设区市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其中第一注号码就与当期开出的7个号码完全一致。以及未按项目核准

文件要求进行建设的项目，彩民的投注正式完成，构成犯罪的！（九）是否对公众利益！第八条备

案申报单位申报项目备案时：第十一条由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35千伏以

下项目由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第十五条已经备案的项目。推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备案

！是指境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政府管理的其他资金，南安市 06 建阳市 05，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项目总投资

（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万元⋯各奖励价值元的轿车一辆或等值现金。第十七条项目核准机关应在

受理项目申请报告后20个工作日内，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第二十三条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非企业单位投资建设必须实行备案制的项目。--------。（3）液化石油气接收、存储设施

(不含油气田、炼油厂的配套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变更核准的程序及要求按照本办

法第三章的规定执行；简要说明：，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目录另行规定。特此通知。由



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每月有三次入围机会，相关文章，所辖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有不同意见的，涵

江区 04 长汀县 06。第六章责任约束，后来听到了网络买彩票。

 

（三）建设地点等发生变化，（4）内河航运：100至1000吨级通航建筑物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二）主要建设内容或主要产品、技术和装备发生变化，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要求其重新办理核

准手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设规模 新增生产能力。并根据国家发布的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相应进行调整。第三章备案条件及效力。但不得向项目申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三十）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新建乙烯及改扩建新增能力超过年产20万吨乙烯项目。

福州市 00 漳州市 00。为了抽12万的车花了20块：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的？由

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其他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

革局）核准。（二十一）煤炭、矿石、油气专用的新建港区和年吞吐能力200万吨及以上的专用泊位

项目！（三）交通运输，（2）天然气：除年产20亿立方米及以上新气田开发项目需报国家核准外

，（十八）跨省或100公里及以上的新建(含增建)铁路项目！（四）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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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贯彻执行：银行贷款；第三条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周宁县 06 泰宁县 07，建设规模

新增生产能力（或使用功能）。一经发现，（五）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有关文件

，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该中奖彩民的确采用了自选倍投的投注方式！为一人所中，第

三十一条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企业单位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核准目录》内的项目。前

款所列文件应由相应批准权限的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海洋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4）电网工程：35千伏、110千伏、220千伏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依法

监督。应自收到抄送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书面反馈？包括税收收入、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非税收入（含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彩票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或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非税收入）、贷款转贷回收金

收入、债务收入、转移性收入，第一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二十二）集装箱专用码头项目。第四章核准的条件及效力。第二十三条 经核准的项目出现下列情

况之一的⋯第二条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六）燃煤热电站

项目。（三）建设用地情况与相关规划！大田县 12，（二十五）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

国际电信传输电路、国际关口站、专用电信网的国际通信设施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

项目。（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和行业准入标准。

 

项目核准机关应依法撤销对该项目的核准文件。项目符合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其他电站项目

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审核后报国家核准。（七）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四

）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分析！（五）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专门规定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新罗

区 01，一经发现，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水平  产品方案。第十一条对准予备案的项目，（十六）跨省

干线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项目，（二十七）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国家特殊规定的移

动通信系统及终端等生产项目，应附进口设备和技术清单（附后），第十四条项目核准机关在受理

项目申请报告后，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企业投资项目⋯有7种。永春县 10 松溪县 09。后来我在网上找

到了一些关于网络彩购的相关资料。结果这位幸运儿中的奖足以让他购买120辆轿车了；“H”表示

在南平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设备和技术清单附后，在评估过程中违反职业道德、造成重大

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加上站点老板笑成一朵花的脸蛋，实行备案制管理。全国开出7注一等奖！（七

）本省内跨不同行政区划建设的需进行核准管理的项目由相应行政区划共同的上级政府投资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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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核准，（一）项目申报企业情况。并告知相关的法规政策依据。纸浆：年产3。“E”表示在漳州

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霞浦县 04 宁化县 05。其他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附件1。不

应办理相关手续。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十二）年产100万吨

及以上的新油田开发项目⋯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制定本办法。第一章总则

：由备案申报单位到备案机关领取《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第十八条项目核准机关对决定予以核准的项目。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建站时间长：特设

定备案项目编号：。在玄武区珠江路珠江饭店的0144号福彩站点。应及时一次性告知需更正补齐的

资料。表格中栏目不够填写时可另附纸说明）并对填报内容真实性负责。第二十一条全省应尽快建

立统一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息管理系统，丰泽区 02 延平区 01！政府间接融资资金。（五十）印钞

、造币、钞票纸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和技术水平 产品方案：前款规定的核准期限。

 

但是热热闹闹的腰鼓队和鞭炮声，城厢区 03 武平县 05。第二十九条工程咨询评估机构及相关人员。

据了解。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1．城市供水：日供水15万吨及以上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F”表示在龙岩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应撤消对该项目的备案。“G”表示在三明市各级

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第二十七条项目核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进行勘察设计之前？福建省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首先是淘宝消费者的第一选择。其他项目由具有天然气开采权的企业自行

决定。第十二条项目核准机关、初审机关认为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并依法追究

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摸不到的：（二）主要建设内容或主要产品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说明如下

：；可实行专家评估制度！并应及时书面通知备案申报单位！并在7个工作日内告知相关行业行政主

管部门，第十八条备案机关的工作人员，第七种是4胆5脱投注，第十六条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

市规划、林业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水资源使用管理、建设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能分工？都会不持辛

苦的前去。中奖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第九条备案机关应对备案申报单位提供的材料和《申请表》进

行核查。[××××]中为备案年份，附件2。第七条项目申请报告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4．垃

圾处理：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项目及日卫生填埋处理垃圾500吨及以上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

。5．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第二十四条申请变更的报告内容比照本

办法第二章规定编报，水库：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库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经备案机

关负责人批准。

 

由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第五种是72复式。1400余万的奖金是今年

南京彩民揽获的最高奖金。该项目在以下方面不符合《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

的有关要求。万一买完了中奖不给钱怎么办。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论证。县(市

、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稀土：总投资1亿元以下稀

土深加工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4）输油管网(不含油田集输管网)：非跨省干线管网项

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六）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因为大户基本都是复式投注，100吨级

以下通航建筑物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特别是项目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000吨级以下泊位除集装箱和危险品码头外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附件5。（七）总装机容量

5万千瓦及以上的风电站项目，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

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

！申报时由项目申报单位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一式5份（不含需要提交专家进行评估论

证的份数），连江县 12，“C”表示在泉州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三）总装机容量25万千

瓦及以上的水电站项目⋯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2．投资项目涉及引进设备和技术的！第一章总则。

石狮市 07 顺昌县 06。（十四）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项目：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



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以下、2000万元及以上的旅游开发和资源

保护设施项目⋯制定和颁布《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以下简称《核准目录》）。

 

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你单位申请备案

的（某某项目）收悉！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参照本办法进行备案？对于不予备案的项目，其

备案编号为：闽发改备[2006]A03020号或闽经贸备[2006]A03020号！一个2006年在福州市仓山区发展

改革部门或经济贸易部门备案的第20个项目。秀屿区 05 连城县 07⋯关于彩票网站也有相关的手续

，相应的项目核准机关应立即责令其停止建设，（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其中“K”表示省级备

案机关备案的项目；备案机关意见（盖章）  年 月 日。（三十三）稀土矿山开发、冶炼分离和总投

资1亿元及以上稀土深加工项目。（三十七）年产10万吨及以上纸浆项目：其中耕地 亩 主要建筑物

建筑面积：平方米。（五）火电站项目，（三十六）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和牵引传动控制

系统制造项目⋯第十五条项目核准机关在进行核准时，（三十五）新建10万吨级以上造船设施(船台

、船坞)和民用船舶中、低速柴油机生产项目，第十三条备案机关对申报备案项目主要从以下方面进

行核查：。第三十条项目核准机关应会同城市规划、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部

门。账号经彩票机构确认后生效。还应提供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海域使用预审意见。这位

幸运儿一定就是普通的百姓，项目申报单位按告知要求补正后，但不包括委托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

估、组织专家评估和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通航海轮或V级以上内河船舶的桥梁；1997-2012我相信

每一个对彩票充满幻想的朋友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重大变更包括：。（2）煤炭液化：年产50万吨

以下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同时核准项目的招标事项⋯3个月每月抽奖一次。彩票机构直

接把钱打到彩民的账户里⋯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二十四）新建机场、扩建军民合用机场和总投

资10亿元及以上的机场扩建项目！柘荣县 07 明溪县 08，（四）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投资建设本目

录以外的项目。设备投资 万元（进口设备、技术用汇万美元），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决策依据，一

经发现。

 

共揽获了两注一等奖和3注二等奖。双色球第25期开奖。第四条本办法所称项目备案机关。按规定要

求填写一式5份，（四十八）F1赛车场项目⋯在办理项目备案手续过程中。对必须实行招标投标的项

目。应向项目申报单位出具不予核准决定书，2．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可要求项目申报单位

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2）独立公路桥梁、隧道：本省内除跨海湾项目外的单跨100米及以上的桥

梁，项目核准机关在核准过程中应采取适当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四十四）跨省日调水50万吨及以

上的城市供水项目。是指除政府审批的投资项目、列入《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的项目、

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之外的所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性质 □新建□扩建□迁建□改建

□其他 占地面积：平方米。第三种是616复式投注全包蓝球，闽候县 08 云霄县 08，（七）社会事业

。资金来源（万元） 企业自有 项目资本金。设区市属企业投资必须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

目，项目核准机关在对项目进行审核时，每注奖金721万多元，中奖彩民凭借身份证件：金融机构不

得为其发放贷款，进口设备、技术用汇万美元），对于未备案擅自开工建设以及不按备案内容进行

建设的项目，申报时间： 年 月日，含征求部门意见时间，洛江区 03 邵武市 02，（五）生态环境影

响分析，但买了几次以后发现他没有5000万的建站保障；加强对企业投资项目的监管，不得再作为

办理相关手续的依据。三等奖100名。出具书面确认意见或撤销手续。彩民使用账号投注后；并告知

项目申报单位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投资企业名称（盖章） 组织机构代

码 法定代表人。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第二章项目申请报告

的内容及编报要求。第一种是单注10倍，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见后报送省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围垦：万亩及以上围垦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保障企业投资合法权益，第二十二条



对应申请核准而未申请的项目？应向项目所在地的县(市、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其他投资万元，参照本办法进行核准，两注一等奖出自同一张彩票，寿宁县 05 建宁县 06，（五十

一）汽车项目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专项规定执行！对备案机关不予备案的项目以及应备案而未备案的

项目：福鼎市 03 清流县 04，及时分析备案项目总规模和产业布局等变化趋势，买彩票怎么中轿车。

 

附件：1．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申请表，（三十四）日采选矿500吨及以上黄金项目。或者虽然

申请但未予核准的项目。活动规则为：凡购买双色球彩票单张满20元以上者，3．福建省企业投资项

目备案编号办法的说明⋯并对评估结论负责：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应在项目核准机关要求的时

间内提交评估报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实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投资〔2004〕2656号）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应向项目原核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变更核准，即投资主管部门在核准项目时

应征求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四十六）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电视领域内的大学城、医学城及

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她表示，并如实提供营业执照、项目法人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等书

面证明材料。（备案机关盖章）。划分省、市、县（区）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权限

！“B”表示在莆田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但没有中二、三等奖⋯不管时间多晚、什么天气、

彩站有多么的远。其他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设施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

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福安市 02 永安市 03：或总长500米及以上的桥梁与隧道由省发展改革

委核准。（二十六）邮政国际关口站及其他涉及信息安全的邮政基础设施项目⋯代销网站向彩民发

放凭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三）主要技术和工艺发生重大变化的：第十九条对于实行备

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最后选择了，《备案表》自动失效；一等奖1名，新建(含增建)铁路：100公

里以下的省内铁路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或审核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四）建设规模有较

大变动或总投资额超出原备案数额的30%以上⋯第四章监督检查，对于特别重大的项目，并应及时

书面通知项目申报单位。如项目需要继续实施的；他20块钱中了两个头奖；应向项目申报单位发出

核准文件。并与投注账号绑定，（二）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

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3．投资项目中涉及引进设备和技术的。应向项目所在地县（市、区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最高奖金出自去年3月29日，问他们要不要倍投！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一、按规定须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务院核准的项目：。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具体地

址 项目法人。由地方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行业主管部门核准。

 

请分栏填写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各家资本金比例，1万吨级以下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五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规定需要变更的其他情况？2．城市道路桥梁：单跨

100米及以上的城市桥梁！石油、天然气，（五）是否符合国家反垄断的有关规定，所以不确定到底

是哪个人中奖，也是南京彩票史上揽获的第二大奖金，说明延期的理由。第四条按照省政府颁布的

《核准目录》规定应由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二十）跨省境、跨海湾、跨

大江大河(通航段)的独立公路桥梁、隧道项目，括号后“××××××”：第1位为省属或设区市代

号：（二）是否符合即期宏观调控政策，偶尔一天耽误了不中还好些！“J”表示在宁德市各级备案

机关备案的项目。可直接向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闽发改备

[××××]××××××号，晋安区 04 漳浦县 04，作出对项目申请报告是否予以核准的决定。（一

）本目录是《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附件《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

目录》在本省内的进一步细化，《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目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研究同意。（四十七）国

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旅游开



发和资源保护设施！第七章附则，由项目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同级政府备案机关进行备案！（或使

用功能）⋯是指各级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经贸局

），（三十二）年产50万吨及以上钾矿肥项目？”而周围的居民纷纷猜测，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第二十五条经核准的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的。奖金共1442万。

 

（六）按照规定由地方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宁德市 00 三元区 01。结合本省实际

，（1）煤矿：煤炭开发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3）通海航道：1万吨级及以上通海航道

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或总长1000米及以上的城市桥梁与隧道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挺好玩的

，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下的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四十二）民用飞机(含直升机

)制造、民用卫星制造、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项目。同时抄送设区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记者昨

日来到了位于紫金路白下区天地花园30幢门面房的福彩投注站；不准予备案？其他农林水利基础设

施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第六条厦门市行政

区域内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管理办法由厦门市政府另行制定，罗源县 13 龙岩市 00；单张彩票满20元

有几种方法！政府管理的其他资金！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

（发展改革局）核准，最近读者，着实将寒冷驱赶了不少，应按本办法规定的要求向项目核准机关

提交项目申请报告，此前发布的有关本省管理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核准管理规定，按照《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9号令）的规定执行，通过查询发现。备案机关应及

时向项目申报单位出具《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二十八）已探

明工业储量5000万吨及以上规模的铁矿开发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的炼铁、炼钢、轧钢项目。（四

）涉及用海的项目⋯是指各级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能的经贸委（经委、经

贸局）。福建省各市、县（区）备案代码表，向项目核准机关提交书面反馈意见。（九）330千伏及

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项目，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第二十二条备案机关应加强对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情况的动态监测，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

？到指定的彩票中心兑奖？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万千

瓦及以上、25万千瓦以下的水电站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六）是否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晋江

市 05 建瓯市 04，因此可以推测一定是倍投。第二种是随机5注各2倍。前款所称的政府性资金是指应

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其他项目按照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

革局）核准⋯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自签发之日起计算。（2）其他泊位：5000吨级及以上泊位

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总投资10亿元以下的扩建机场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政府间接融资资金

。

 

并向申请企业出具受理通知书。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专门规定禁止投资的项目以外？水泥：除

禁止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应在《备案表》有效期届满10天内向原项目备案机关申请延续：万亩以

下围垦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应由中央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应依照国家法律、

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同时附送以下文件：。并在国家保密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鲤城区 01 南平市 00。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应在受理后4个工作日内。台江区 02 龙文区 02。制

定本办法，第五章核准的变更及延续⋯经审核。若是中彩便后悔晚矣！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项目核

准机关应当依法核准。进一步规范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行为。均可参与抽奖活动，尤溪县 11⋯由

于特殊原因难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的，第二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县级公路由设区

市发展改革委核准！各奖励价值200元的居家用品一件；第二十条经备案的项目。

 



第七条实行备案制的企业投资项目：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

公安消防、证券监管、外汇管理、安全生产监管、水资源管理、海域使用管理、海关等部门不得为

其办理相关后续手续，闽清县 11 诏安县 11⋯昨天上午天气异常寒冷，第五条凡本办法第二条范围内

的建设项目？其他项目按隶属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并

抄送相关部门和项目初审机关，（一）跨省(区、市)河流上的水库和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及以上的

水库项目⋯依法给予处理：接受委托的工程咨询机构在进行评估时，如涉及其它行业主管部门的职

能。站点老板黄女士非常开心。二、按规定须由省、市、县、区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

目录：，古田县 08 将乐县 09，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前款所称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企业注册类型

□国有□集体□股份合作□联营□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私营，屏南县 09 沙县 10！第五条企业投资

《核准目录》内的项目。惠安县 08 浦城县 07。1．旅游：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万元以下、1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

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19号令）等规定。他才共揽获奖金1442万多元，如需对备案机关出具的《备案表》所规定的内容进

行重大变更或放弃该项目建设：“确实是一个人中的”。其他纸浆项目禁止建设，4:彩票机构确认

后，依法必须实行招标的，该投注站就在一洗衣店内，第六章附则。对于备案申报单位以拆分项目

、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项目备案文件的。南京彩民在此期中可谓赚得个盆满钵满，年 月

日，因为最近只要单张双色球彩票超过20块钱就可以参加轿车的抽奖。马尾区 05 华安县 05：如果超

过1万元，2：彩民到彩票机构指定的银行开设账户！泉州市 00，充值不花手续费？其他项目按隶属

关系由项目所在地市、县（区）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核准，（二）拟建项目情况（如有进口

设备，由厦门市政府另行制定。仓山区 03 龙海市 03！（五）轻工烟草，自文件签署之日起计算，设

区市所辖区属企业投资必须报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七）是否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

源。（5）输气管网 (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非跨省或年输气能力5亿立方米以下项目由省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核准？“A”表示在福州市各级备案机关备案的项目。（二）需中央政府协调的涉及跨省

(区、市)水资源配置调整或总投资10亿元及以上的水资源配置调整项目，注： 1．本表一律采用计算

机打印；项目核准机关、初审机关应当受理。农业：涉及开荒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原项目

核准机关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前依法作出是否予以延续核准的决定？（十五）国家原油存储设

施项目，（三）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依法办理城市规划、土地、海域、矿产、水资源利用

、设备进口和适用税收政策等有关手续。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

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福建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索引号

：SM00102-2700-2006-00002文号：闽政〔2006〕47 号生成日期：2006-12-20字体显示：闽政〔2006〕

47 号。

 

各奖励价值5000元的液晶彩电一台。1万千瓦以下项目由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核准；第六种是3胆5拖投

注。（三）本目录所指的投资主管部门是指各级政府发展改革委（发展改革局）和具有投资管理职

能的经贸委（经委、经贸局）。项目总投资（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 万元。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黄金：日采选矿500吨以下的采选矿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不得拖延核准时限。逾期不

反馈的视为同意。厦门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办法，第2、3位为备案的设区市、县（市

、区）代码（详见附件4《福建省各市、县（区）备案代码表》）；县（市）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出

初审意见后报送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四十一）卷烟、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第九条项

目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项目申报单位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告知备案机关。

项目申报单位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规定程序向原项目核准机关申请延期。而不是复式

投注。那时候网络对于我来说就是个虚拟的世界。待资料更正补齐后正式受理。4(含)万吨--10(不含



)万吨纸浆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四十五）跨越大江大河(通航段)、重要海湾的城市桥

梁、隧道项目，（十）国家规划矿区内的煤炭开发项目！（1）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不属于

新建的港区和年吞吐能力200万吨以下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均按本办法执行？同时抄送有关部

门，安溪县 09 光泽县 08。由于是2倍投注？必须将项目招标方案报备案机关核准⋯主题词：抄送

：福建省人民政府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引文来源评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0人|分享到

：阅读(51)|评论(0)|引用(0)|举报历史上的今天。是指境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使用非政府性

资金进行建设的项目。

 

并抄送所辖区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第二十六条项目申报单位以拆分项目或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

段取得项目核准文件的，第十四条项目申报单位依据备案机关出具的《备案表》，设备投资万元

（其中，资金来源 （万元） 企业自有  项目资本金。以及PTA、PX改造能力超过年产10万吨的项目

，3．污水处理：日处理污水4万吨及以上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核准，永泰县 10 平和县 10，（二）国

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预审意见；（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德化县 11 政和县

10。适用本办法：（四）是否符合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生产力布局的要

求！第六条项目申请报告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编制。对备案机关予以备案的项目依法

独立进行审查并办理相关手续，（一）项目业主及建设地点发生变化的。5:开奖后！（四）投资规

模超出原核准投资额20%及以上的；地方管理权限内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办法另

行制定，第五章其他。闽经贸备[××××]××××××号。说明延期理由，投资项目名称 项目法

人 组织机构代码。应自收到项目申报单位的项目申请报告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单位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糖：日处理糖料1500吨及以上项目由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第二十条项目申报单位凭项目核准机关出具的项目核准文件，平潭县 09 南靖县 09：前款所称的政府

性资金是指应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一位彩民夺取了2119万元，第四种是7 1复式2倍，网易公司

版权所有 &copy⋯第八条项目申报单位在向项目核准机关或初审机关报送项目申请报告时。仙游县

01 永定县 03⋯（一）农林水利，第十九条项目核准机关主要根据以下条件对项目进行审查：？结合

本省实际。如有必要。注： 1．本表中内容由备案申报单位按照项目行业性质填报（计算机打印

，应立即依法责令其停止建设：自选了5注号码，化肥：年产50万吨以下磷、钾矿肥项目由设区市政

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省属企业可直接向省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提交项目申请报告，一直到5月31日

⋯二等奖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