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网上报建服务指引

一、受理范围
1.属于城市批准、核准项目投资的项目建设单位。
2.申请人须满足以下全部申请条件才可申请：
1)符合有关城乡规划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要求；
2)符合经批准的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城乡
规划和相关专业专项规划；
3)与城市各类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配套相协调；
4)满足环保、通讯、能源、安全和综合防灾等要求；
5)满足风景名胜、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保护的要求。

二、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三十六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三、实施机关
1.权责划分(市)
属于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建设项目，由市城乡规划局进行初
步审查；属于城市批准、核准项目投资的建设项目，由市城乡规划局审批。

四、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形式标准：
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填写申请表并上传附件。
2.对材料提供的要求：

一般建设项目选址申报材料清单
表 1 新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电子件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必须

要求
格式

1

2

3

4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

地界图

项目建议书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
府批复文件

√

√

大小

不限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
成 pdf 格式的申请表，下载打印，
由法人代表签名后，扫描为 pdf 文
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DWG

<20M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
[dwg 格式，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
在上报前三个月内测量]上划出用
地界线、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单
位及规划所电子公章

PDF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100M pdf 格式项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
单位电子公章

PDF

<10M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
复文件。
申请单位可将原件扫描成电子文
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20M

特定项目应视情况提供相关部门
是否同意项目选址的意见。如：对
周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或周边规
划布局有厌恶性设施，如垃圾处理
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的项目，以
及位于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
提供环保部门意见；位于轨道交通
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轨
道部门意见；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
周边的项目，提供国土部门意见；
位于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及文物
保护线索的项目，提供文物部门意
见等等。 申请单位将原件扫描成
电子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PDF

5

相关部门是否同意项目选址
的意见

PDF

6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告知书

PDF

下载 pdf 格式的告知书电子文件，
按要求加盖电子公章。

表 2 调整《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电子件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必须

要求
格式

1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

2

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
其附图、附件

3

4

5

地界图

项目建议书

变更后的项目建议书批复文
件或市政府批复文件

√

√

√

大小

PDF

/

DWG

PDF

PDF

不限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
成 pdf 格式的申请表，下载打印，
由法人代表签名后，扫描为 pdf 文
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

申请单位取件前，需要将原发出纸
质的规划《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及其附图、附件提交给窗口 (通过
快递或直接送到窗口)

<20M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
[dwg 格式，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
在上报前三个月内测量]上划出用
地界线并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单
位及规划所电子公章

<100M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pdf 格式项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
单位电子公章

<10M

调整建设规模的审批制政府投资
项目，提供变更后的项目建议书批
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文件。
申请单位将原件扫描成电子文件，
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电子件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必须

要求
格式

6

相关部门是否同意项目选址
的意见

PDF

7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告知书

PDF

大小

<20M

特定项目应视情况提供相关部门
是否同意项目选址的意见。如：对
周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或周边规
划布局有厌恶性设施，如垃圾处理
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的项目，以
及位于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
提供环保部门意见；位于轨道交通
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轨
道部门意见；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
周边的项目，提供国土部门意见；
位于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及文物
保护线索的项目，提供文物部门意
见等等。
申请单位将原件扫描成电子件，并
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下载 pdf 格式的告知书电子文件，
按要求加盖电子公章。

表 3 属于划拨用地建设项目规划选址许可的延期
电子件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必须

要求
格式

1

2

3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

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
其附图、附件

项目建议书

√

√

大小

PDF

/

PDF

不限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
成 pdf 格式的申请表，下载打印，
由法人代表签名后，扫描为 pdf 文
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

申请单位取件前，需要将原发出纸
质的规划《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及其附图、附件提交给窗口 (通过
快递或直接送到窗口)

<100M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pdf 格式项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
单位电子公章

电子件要求
序号

材料名称

必须

要求
格式

4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
府批复文件

5

地界图

6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告知书

PDF

DWG

大小

<10M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
复文件。
申请单位可将原件扫描成电子文
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20M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
[dwg 格式，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
在上报前三个月内测量]上划出用
地界线并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单
位及规划所电子公章
下载 pdf 格式的告知书电子文件，
按要求加盖电子公章。

道路及轨道交通选址申报材料清单
表 1 新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成 pdf 格式的申请表，下载打印，由
申请表

法人代表签名后，扫描为 pdf 文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在

地界图

上报前三个月内测量]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单位及
规划所电子公章

镇街（园区）确认
的地界图

项目建议书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
件或市政府批复文
件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
坐标，转为 pdf 格式电子文件，加盖需要其确认的镇街（园区）政府电
子公章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pdf 格式项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单
位电子公章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文
件。 申请单位可将原件扫描成电子文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特定项目应视情况提供相关部门是否同意项目选址的意见。如：对周边
环境有污染的项目，或周边规划布局有厌恶性设施，如垃圾处理设施、
相关部门是否同意
项目选址的意见

污水处理设施等的项目，以及位于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环保
部门意见；位于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轨道部门意见；
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项目，提供国土部门意见；位于文物保护单
位范围内及文物保护线索的项目，提供文物部门意见等等。 申请单位
将原件扫描成电子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表 2 调整《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成 pdf 格式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

的申请表，下载打印，由法人代表签名后，扫
描为 pdf 文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申请单位取件前，需要将原发出纸质的规划

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其附图、附件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其附图、附件提交
给窗口 (通过快递或直接送到窗口)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
地界图

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在上报前三个月内测
量]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
单位及规划所电子公章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

镇街（园区）确认的地界图

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坐标，转为 pdf 格式电
子文件，加盖需要其确认的镇街（园区）政府
电子公章

项目建议书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pdf 格式项
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调整建设规模的审批制政府投资项目，提供变

变更后的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 更后的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文
文件

件。 申请单位将原件扫描成电子文件，并加
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相关部门是否同意项目选址的意见

特定项目应视情况提供相关部门是否同意项
目选址的意见。如：对周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

或周边规划布局有厌恶性设施，如垃圾处理设
施、污水处理设施等的项目，以及位于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环保部门意见；位于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项目，提供轨道
部门意见；位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项目，
提供国土部门意见；位于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
及文物保护线索的项目，提供文物部门意见等
等。 申请单位将原件扫描成电子件，并加盖
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表 3 延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材料名称

材料说明
申请人在申请表单页面中填写，生成 pdf 格式

建设项目规划选址申请表

的申请表，下载打印，由法人代表签名后，扫
描为 pdf 文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的电子公章。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

地界图

由具备资质的测量单位在上报前三个月内测
量]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坐标，并加盖测量
单位及规划所电子公章
在 1：500 或 1：1000 现状地形图（dwg 格式）

镇街（园区）确认的地界图

上划出用地界线、标注坐标，转为 pdf 格式电
子文件，加盖需要其确认的镇街（园区）政府
电子公章
申请单位取件前，需要将原发出纸质的规划

原《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其附图、附件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其附图、附件提交
给窗口 (通过快递或直接送到窗口)
项目建议书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 pdf 格式项
目建议书, 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章
实行审批制的政府投资项目，提供项目建议书

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文件

批复文件或市政府批复文件。 申请单位可将
原件扫描成电子文件，并加盖申请单位电子公
章

六、办理时限
申请时限

无

受理时限

1 个工作日

受理时限说明

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1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
理或不予受理决定。

法定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
法定办理时限说明 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不含公示时
间。

承诺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说明 自受理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审批收费
不收费。

八、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图：

注册帐号

申报人员

申报事项
已注册，直接登录

窗口受理
（1 个工作日）

审查
（8 个工作日）

不同意
退件补充材料

决定
（2 个工作日）

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
见书》及附图

领取结果

内部办理流程

1.注册账号流程：
1、 申请人注册账号：东莞市城乡规划局网上报建系统的账号登录采用广东省
网上办事大厅认证平台的账号认证系统，用户登录时，会跳转到省网厅认
证平台进行用户认证。未注册账号的，请先注册申请单位账号。
2、申请账号备案：申请人第一次登录网上报建系统，需按要求完善申请人信
息，提交规划局备案。
3、申请数字证书：在我局网上报建系统中递交的电子资料需要加盖电子签章，
以保证电子资料的真实性。申请人、设计单位以及测量单位均需持有数字
证书，用于申请材料加盖电子印章。企业单位办理电子签章流程请参考我
局的网上报建系统首页的办理指南。
2.申报事项
1、登录网上报建系统：用户登录时，会跳转到省网厅认证平台进行用户认证，
认证通过后，登录到网上报建系统中。
2、申请人在网厅中填写申请表，提交申请材料。
3.窗口受理
接件受理人员核验申请材料，在 1 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定。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基
础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出具《收件回执》；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接件受理人员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资料，不予受理的，出具《不
予受理决定书》。
4.审查及决定
业务科室经办人对材料进行审查，8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形成审核意见。审查过程中，
发现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或属特殊项目需补正材料的，5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提出补正要
求，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申请人按要求补正后继续审查。符合审批条件无需批前公示
的，报分管领导决定；符合审批条件但需批前公示的，结合批前公示结果，报分管领导决定。
分管领导根据业务科室的审核意见，2 个工作日内作出通过或不通过的行政审批决定。予以
通过的，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及附图；不予通过的，出具《办理事项退件通知书》，
说明不予许可理由。
如需批前公示、调查、调研、进行专家论证或征求部门意见，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办理时
限内。
5. 领取结果
申请人按约定方式到市城乡规划局办事窗口自取或者以邮寄方式领取办理结果。
本事项的网上办理流程见图 2《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审批网上办理流程图》。

九、网上办理网址
http://dggh.dg.gov.cn/， 进入规划业务网上报建系统栏目。

十、咨询、投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申请人可通过电话、网上、窗口等方式进行咨询和审批进程查询。
电话查询：0769-22388010。
网上查询： http://dggh.dg.gov.cn/
2.申请人可通过电话、网上、窗口等方式进行投诉。
电话：0769-22388001。
网址：http://dggh.dg.gov.cn/
3.申请人对本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
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
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东莞市人民政府，东莞市鸿福路 99 号行政办事中心北楼（信访
接访大厅内）市法制局行政复议科，0769-22831370,0769-22831359；或广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广州市东风中路 483 号粤财大厦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法规处，020-83133531。
行政诉讼：申请人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依
法提出行政诉讼。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西路 187 号，0769-12368；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宝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城法庭，
0769-8610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