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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质办证大厅简介

东北能源监管局资质办证大厅是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

局负责行政许可受理的窗口，依授权受理（发电类、输电类、

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的申请、变更、延续、补办等行政许可事项。

（一）网上办证大厅。东北能源监管局网上办证大厅网

址为

http://jgpt.dbj.nea.go

v.cn/db/login.aspx，可

由东北能源局官网

（dbj.nea.gov.cn）网上

办证大厅端口进入。为贯

彻国家简政放权、阳光许可政策，网上办证大厅实时接收广

大用户申请。

（二）现场受理大厅。东北能源监管局本着便民利民的

原则，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分别设置了三个许可受理大

厅，按照“一局三地、条块结合”的方式布局，分别位于沈

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工作时间统一为每周一至周五（节

假日除外）。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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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北能源监管局本部受

理大厅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

负责受理辽宁省、内蒙古东部

地区各用户的许可申请。

联系电话：024-23148944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和

平区和平南大街

48 号

邮政编码：110006

2.东北能源监管局吉林受

理大厅坐落于吉林省长春市，

负责受理吉林省内各用户的许

可申请。

联系电话：0431-85797380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通化

路 1138 号

邮政编码：130000

3.东北能源监管局黑龙江

受理大厅坐落于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负责受理黑龙江省内各

用户的许可申请。

联系电话：0451-53682815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松北区祥安南大街

1593 号

邮政编码：1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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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力业务许可证

（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

办理指南

（一）许可简介

电力业务许可是依据《电力监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32 号）设立的电力行业行政许可。其设立旨

在维护电力市场秩序，依法保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使用

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

行，促进电力事业健康发展。

电力业务许可共分为发电、输电、供电三类，分别授予

发电企业、输电企业和供电企业。从事发电业务的，应当取

得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从事输电业务的，应当取得输电

类电力业务许可证；从事供电业务的，应当取得供电类电力

业务许可证。从事两类以上电力业务的，应当分别取得两类

以上电力业务许可证。

按照国家简政放权总体部署，东北区域内电力企业，应

取得东北能源监管局颁发的电力业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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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列从事发电业务的企业应当申请发电类电力业

务许可证
[1]
：

1. 公用电厂；

2. 并网运行的自备电厂；

3. 能源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下列从事输电业务的企业应当申请输电类电力业务许

可证：

1. 跨区域经营的电网企业；

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营的电网企业；

3.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企业；

4. 能源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下列从事供电业务的企业应当申请供电类电力业务许

可证：

1. 省辖市、自治州、盟、地区供电企业；

2. 县、自治县、县级市供电企业；

3. 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

4. 能源局规定的其他企业。

1 以下五类项目，可豁免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

1）经能源主管部门以备案（核准）等方式明确的分布式发电项目；

2）单站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小水电站；

3）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4）项目装机容量 6MW（不含）以下的余热余压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

5）地（市）级及以下调度机构调度的非化石燃料直接燃烧自备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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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

1.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申请条件：公用电厂、并网运行的自备电厂和国家能源

局规定的其他企业申请和办理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应

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

(3)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

负责人具有 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

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

(4)发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5)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的能力；

(6)发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6

2.输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申请条件：跨区域经营的电网企业、跨省（自治区、直

辖市）经营的电网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电网企业和

国家能源局规定的其他企业办理输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

(3)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

负责人具有 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

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

(4)输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者核准；

(5)具有与申请从事的输电业务相适应的输电网络；

(6)输电项目按照有关规定通过竣工验收；

(7)输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

申请条件：省辖市、自治州、盟、地区供电企业，县、

自治县、县级市供电企业申请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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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

负责人具有 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

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

(4)具有供电营业区双边达成的划分协议书或意见；

(5)具有与申请从事供电业务相适应的供电网络和营业

网点；

(6)承诺履行电力社会普遍服务义务；

(7)供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申请供电类电力业务许

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配电网项目经有关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审批；

(3)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财务能力，其

中资产总额不得低于 2 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不低于总资

产的 20%；

(4)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和财务

负责人具有 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

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

书；

(5)具有配电区域的划分协议书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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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与申请从事供电业务相适应的供电网络和营业

网点；

(7)履行电力社会普遍服务、保底供电服务和无歧视提

供配电服务义务，退出配电业务时履行配电网运营权移交义

务；

(8)无严重失信信用记录，并按照规定要求做出信用承

诺，确保诚实守信经营；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 日内

不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经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负责人批

准，可延长 10 日。依法需要听证、鉴定、专家评审等的，

所需时间不计入上述期限。

（三）变更

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变更分为

许可事项变更及登记事项变更。

1.许可事项变更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被许可人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东北

能源监管局提出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

许可事项变更申请：

(1)新建、改建发电机组投入运营；取得或者转让已运

营的发电机组；发电机组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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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改建输电线路或变电设施投入运营；终止运

营输电线路或变电设施。

(3)省辖市、自治州、盟、地区供电企业，县、自治县、

县级市供电企业发生供电营业区变更；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

售电公司配电区域发生变化。

2.登记事项变更

被许可人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机组调度关系、输、

供电分支机构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登记

事项变更申请。

（四）延续

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有效期 20

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被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东北能源监管局提出申请。

东北能源监管局应当在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

类、供电类）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

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延续并补办相应手续。

（五）补办

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发生损毁

的，应当及时向东北能源监管局申请补办；发生遗失的，应

当在规定的媒体上刊登遗失声明，刊登遗失声明 10 日后方

可向东北能源监管局申请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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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收到补办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有关规定补发电力业

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电类）。

(六）“证照分离”改革

1.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要求，辽宁、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申请，不再

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等材料，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

息。

2.自贸区内企业办理新申请、许可事项变更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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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办理指南

（一）许可简介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是依据《电力供应与使用

条例》、《电力监管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电力行业

行政许可。其设立旨在加强电力工程市场管理，规范电力工

程施工企业行为，维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市场秩序，

保障电力安全。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分为承装、承修、承试三

个类别，各类别的许可又分为五个等级，取得各等级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许可的，可以从事相对应电压等级电力

设施的安装、维修或者试验活动（其中，一级企业可从事所

有电压等级电力设施活动，二至五级企业分别可从事：220

千伏以下、110 千伏以下、35 千伏以下、10 千伏以下电力设

施活动）。

按规定，东北区域各企事业单位从事承装、承修、承试

电力设施活动，应取得东北能源监管局颁发的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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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

1.申请条件

(1)具有法人资格；

(2)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设备、经

营场所；

(3)技术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具有与申请的许可类别和

等级相适应的任职资格，且不能同时在其他单位任职；

(4)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专职专业

人员；

(5)具有健全有效的安全生产组织和制度。

申请一级至三级许可证的，还应当具有与申请的许可证

类别和等级相适应的业绩。

申请承装类许可证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法人资格及组织机构 具备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净资产不低于 6000 万元 2400 万元 1200 万元 300 万元 150 万元

最近6年承担

过右列第1项

工程，第 2、3

项工程任意

一项，且工程

质量合格

1.变电站

330 千伏以上 2

座或 220 千

伏 5 座

220 千伏 4 座

或

110 千伏 6 座

110 千伏 2座

或 10 千伏变

电工程 4 项

无要求

2.送电（架

空）路线

330千伏以上300

公里或 220 千伏

500 公里（架空线

路）

220千伏 400公

里或 110 千伏

500 公里（架空

线路）

110 千伏 200

公里或 10 千

伏 400 公里

3.电缆线路

或跨越工程

220 千伏以上电

缆线路80公里或

者跨越塔标高

100 米以上跨越

工程 1 项

220千伏电缆线

路 40 公里或者

110千伏电缆线

路 80 公里

110 千伏电缆

线路 40 公里

或者 10 千伏

电缆线路 100

公里

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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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6年内最高工程

结算年收入不低于

2亿元（安装业

务）
1 亿元 3000 千万元

技术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安装管理经

历不低于
10 年 8 年 5年 4 年 3年

任职资格

（电力相关

专业）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或以

上）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及

经济管理人

员

总数不少于 70 人 50 人 20 人 10 人 5人

电力专业技

术人员不少

于

50 人（中级以上）
30 人（中级以

上）

10 人（中级以

上）

3人（初

级以上）

2 人（初级

以上）

电力专业注

册建造师
总数不少于 5 人（一级注册） 3 人 1人 无要求

持证进网作

业电工

总数不少于 120 人 90 人 40 人 25 人 10 人

高压电工不

少于
70 人 50 人 25 人 13 人 5人

特种电工不

少于
20 人 15 人 8人 5 人 2人

各专业人数

不少于
5 人 3 人 2人 1 人 无

专业管理

人员

专职质检员

不少于
3 人 2 人 1人 1 人 1人

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组

织
健全有效

安全生产制

度
健全有效

专职安全监

督员
5人以上 4人以上 3 人以上 1人以上 1 人以上

机具设备 具有与可承担工程范围相适应的施工机具设备

技术档案管

理制度
具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申请承修类许可证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法人资格及组织机构 具备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净资产不低于 4800 万元 2000 万元 1000 万元 300 万元 150 万元

线路及变电

设施维修经历

连续2年以上 330 千伏以上 / / 无要求

连续3年以上 220 千伏（或） 110 千伏以上 10 千伏以上

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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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维修管理经

历不少于
8 年 5 年 5年 3 年 3年

任职资格

（电力相关

专业）

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或以

上）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及

经济管理人

员

总数不少于 50 人 30 人 15 人 10 人 5人

电力专业工

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30 人 20 人 10 人 3 人 3人

持证进网作

业电工

总数不少于 80 人 60 人 40 人 20 人 8人

高压电工不

少于

50 人 35 人 25 人 12 人 4人

特种电工不

少于

15 人 10 人 7人 4 人 2人

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组

织
健全有效

安全生产制

度
健全有效

专职安全监

督员
5人以上 4人以上 3 人以上 1人以上 1 人以上

机具设备 具有与可承担工程范围相适应的施工机具设备

技术档案管

理制度
具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申请承试类许可证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法人资格及组织机构 具备法人资格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净资产不低于 4800 万元 2400 万元 1200 万元 600 万元 300 万元

线路及变电

设施试验活

动经历

连续2年以上 330 千伏以上 / /

无要求
连续3年以上 220 千伏（或） 110 千伏以上 10 千伏以上

技术负责人、

安全负责人

试验管理经

历不少于
8 年 5 年 5年 3 年 3年

任职资格

（电力相关

专业）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或以

上）

工程师（或以

上）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初级以上

技术资格

专业技术及 总数不少于 50 人 30 人 20 人 10 人 5人

等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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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人

员

电力专业工

程技术人员

不少于

35 人 20 人 15 人 4 人 3人

持证进网作

业电工

总数不少于 35 人 25 人 10 人 6 人 4人

高压电工不

少于
10 人 8 人 3人 2 人 2人

特种电工不

少于
15 人 10 人 6人 3 人 2人

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组

织
健全有效

安全生产制

度
健全有效

专职安全监

督员
5人以上 4人以上 3 人以上 1人以上 1 人以上

经营场所及

试验设备

固定经营场

所不少于
6000平方米 2000平方米 600平方米 400平方米 300平方米

专业试验室 具备各类专业试验室

试验场所及

试验设备

可试验 330 千伏

以上电压等级电

力设施

可试验 220 千

伏以上电压等

级电力设施

可试验 110千
伏以上电压

等级电力设

施

可试验

35 千伏

以上电压

等级电力

设施

可试验 10
千伏以上

电压等级

电力设施

技术档案管

理制度
具有健全的技术档案管理制度

2.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 日内

不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经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负责人批

准，可延长 10 日。依法需要听证、鉴定、专家评审等的，

所需时间不计入上述期限。

（三）变更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的变更分为许可事项变

更及登记事项变更。

1.许可事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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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许可人需变更许可证类别及等级的，应向东北能源监

管局提出变更申请。

2.登记事项变更

被许可人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被许可

人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 30 日

内，向东北能源监管局提出登记事项变更申请。

变更后的住所与原住所属于不同派出机构管辖的，应当

向变更后住所地的派出机构提出登记事项变更申请。

变更后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有效期限不

变。

3.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 日内

不能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经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负责人批

准，可延长 10 日。依法需要听证、鉴定、专家评审等的，

所需时间不计入上述期限。

登记事项变更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办理变更手

续。

（四）延续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有效期为 6 年。有效期

届满需要延续的，被许可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东

北能源监管局提出申请。

东北能源监管局应当在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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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

的，视为同意延续并补办相应手续。

（五）补办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发生损毁的，应当及时

向东北能源监管局申请补办；发生遗失的，应当在规定的媒

体上刊登遗失声明，刊登遗失声明 10 日后方可向东北能源

监管局申请补办。

自收到补办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按照有关规定补发承

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六）年度自查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实行年度报告制度，采

取按比例抽查形式，6 年内完成所有持证企业自查抽查工作。

被抽查的企业名单，通过东北能源监管局官网发布公告，企

业通过行政许可业务办理系统平台填报自查信息。

（七）跨区作业报告

东北能源监管局辖区以外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在东

北区域承揽工程的，应当自工程开工之日起十日内，通过行

政许可业务办理系统平台填报跨区作业报告信息，向东北能

源监管局资质处或吉林、黑龙江业务办报告，依法接受监督

检查。

（八）“证照分离”改革

1.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

改革要求，辽宁、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申请，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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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提供营业执照等材料，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获取相关信

息。

2.自贸区内企业办理新申请、许可事项变更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 15 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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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流程

根据填报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人登录东北能源监管局门户网站查询

相关规定，确定申请事项并准备申请材料

补正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并

符合法定形式？

受理申请

现场核查

审查是否需要现场核查？

申请人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准予许可不予许可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送达许可证

否

是

否

是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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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管理

发现有以下情况的，可以向东北能源监管局投诉举报

（一）电力企业违反行政许可相关法律法规的

1.企业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而从事电力业务的，未取

得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而从事承装、承修、承试

活动的。

2.被许可企业超越许可范围从事电力业务、承装（修、

试）活动的。

3.被许可人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许可证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许可的。

4.电网企业违规与无证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发电企业签

订《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合同》等的；电力企业将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业务发包给无证或超越许可范围承揽工

程的单位或个人的。

5.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监督电话：

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线：12398

（二）东北能源监管局从事颁发和管理许可证的工作

人员在许可办理中违反廉政规定和法律法规的

监督电话：

东北能源监管局监察室：024-2314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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