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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汴政办〔2021〕60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开封市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

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各县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有关要

求，规范告知承诺制工作流程，要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则

实行告知承诺，要加强事中事后核查和信用监管，强化风险防

范措施。要以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为重要抓手，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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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减

轻企业和群众负担，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激发市场主体

发展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依法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附件：1.市本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2.兰考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3.尉氏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4.杞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5.通许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6.祥符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7.鼓楼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8.龙亭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9.顺河回族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10.禹王台区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 

 

 

 

 

2021 年 11 月 25日         

 

 

 

https://www.hebi.gov.cn/zghb/920972/436404/436461/436468/qt55/3874207/2021092310234957595.doc


 

 

附件 1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2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3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

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死亡证明  

4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工非因病死亡丧

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工伤未领

取待遇） 

死亡证明  

5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在职死亡（企业） 死亡证明  

6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企业基

本养老保险） 
死亡证明  

7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8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9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10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发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2.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 3.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证明 4.物业管理事项

备案表 

 

11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专职房地产经纪人和经纪人协理劳动合同，其

他人员的专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12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注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13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工程质量监督报

告》3.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14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新申请 
1.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授权相关材料 2.公共租赁

住房家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相关材料 
 

15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执照  

16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

许可证 
 

17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执照  

18 市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19 市水利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营业执照  

20 市水利局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

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 
营业执照  

21 市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营业执照  

22 市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与第三方有利害关系的协议  

23 市水利局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24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

检疫证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25 市商务局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 熟悉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人员履历证明  

26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27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28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 2.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 3.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安全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29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首次申请 

1.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管人员资

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统计表（名单、类别和

证件编号）2.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3.申请

材料清单及真实性承诺书 

 

30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首次申请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

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2.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登记表 3.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 

 

31 市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延续申请 
1.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2.重大危险源备案

证明 
 

3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

权 

1.机构依法设立或经法人单位授权的证明 2.检

定、校准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3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

（企业名称、住所名称或生产地址

名称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

化，且符合变更条件） 

发生变更的材料（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变

更说明） 
 

3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市级）食品生

产许可延续（市级）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

应当提交书面声明 
 

3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健康证明  

36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38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39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4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4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4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43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4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45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46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47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48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降低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资格确认 
旅游部门出具的 3年内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

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证明 
 

49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取出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申请 
旅游部门出具的 3年内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

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证明 
 

50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

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51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52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3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4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

负责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5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6 市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57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8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9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60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61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62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63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64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

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附件 2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兰考县城市管理局 挖掘城市道路许可 城市道路占用费缴纳证明  

2 兰考县城市管理局 建筑垃圾清运许可 
运输车辆具备全密闭装置、安装行驶及装卸记录仪和

建筑垃圾分类运输设备的证明 
 

3 兰考县城市管理局 
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

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户外广告设施载体所有权和使用权证明材料  

4 兰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游艺娱乐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  

5 兰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歌舞娱乐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  

6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7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8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9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证明  

10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营运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 

重型货车、半挂牵引车还应提供车辆安装使用具有行

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的证明、危险货物运输罐

体车辆提供具备罐体检验资质机构出具的罐体检测合

格证明 

 

11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危险货物运输装卸管理员、押运员

资格证核发 
培训证明  



 

 

12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巡游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 经营权证或取得经营权的证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13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船舶所有权登记 船舶未在任何登记机关办理过所有权登记的声明 

适用于建造

中船舶所有

权登记 

14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船舶抵押权登记 
抵押人出具的船舶未在其它登记机关办理过抵押权登
记并且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船舶设置抵押权的声明 

 

15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船舶国籍证书核发 所有权登记证书  

16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内河客船、载运危险货物船舶特殊

培训合格证核发 
船员培训证明 

适用于初次
办理 

17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船舶变更登记 变更项目的证明文书及其复印件  

18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水路运输经营许可 经营人投保的承运人责任保险或相应的财务担保证明 
仅从事水路
旅客运输的
需提供 

19 兰考县交通运输局 船员适任证书核发 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培训证明或基本安全培训证明  

20 兰考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

审批 
经批准的规划总平面图、经审查合格的防空地下室施

工图设计文件、平战转换方案及其审查意见 
 

21 兰考县人民防空办公室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审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完费凭证  

22 兰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建筑工程用地审批手续  

23 兰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新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家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相关材料  

24 兰考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

检疫证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25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 

授权 
1.机构依法设立或经法人单位授权的证明 2.检定、校

准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26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
（企业名称、住所名称或生产地址
名称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

化，且符合变更条件） 

发生变更的材料  

27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变更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提  



 

 

交书面声明 

28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许可延续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提

交书面声明 
 

29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健康证明  

30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1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32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33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34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5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36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7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8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39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40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41 兰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42 兰考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医疗机构新设地址所在地地名管理部门出具的佐证 

文件 
 

43 兰考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医疗机构新设地址所在地地名管理部门出具的佐证 

文件 
 

44 兰考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执照  

45 兰考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46 兰考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执照  

47 兰考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48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

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49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

使用证明 
 

50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1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2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

负责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3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4 兰考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55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6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7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

使用证明 
 

58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59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60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61 兰考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62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63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64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65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

助金、抚恤金申领 
死亡证明  

66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离退休人员因工非因病死亡丧葬补
助金、抚恤金申领（工伤未领取 

待遇） 
死亡证明  

67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68 
兰考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69 兰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

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70 兰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

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71 兰考县自然资源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材料  



 

 

附件 3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尉氏县教育体育局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相关证明材料  

2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3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4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

恤金申领 
死亡证明  

5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养老在职死亡（企业） 死亡证明  

6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7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8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死亡证明  

9 尉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10 尉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营业执照  

11 尉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发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2.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 3.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证明 4.

物业管理事项备案表 

 

12 尉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注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13 尉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工程质量监

督报告》3.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14 尉氏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

执照 
 

15 尉氏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

国取水许可证 
 

16 尉氏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 

执照 
 

17 尉氏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 

许可证 
 

18 尉氏县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营业执照  

19 尉氏县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与第三方有利害关系的协议  

20 尉氏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21 尉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

明及佐证材料 
 

22 尉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

（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

明及佐证材料 
 



 

 

23 尉氏县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2.事故应

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3.安全规章制度和岗

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24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检定、校准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25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6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27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28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变更（备

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29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0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

更住所

时使用 

31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2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3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34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35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36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37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8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9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0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1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变更

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2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3 尉氏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4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45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46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47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48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9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50 尉氏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51 尉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52 尉氏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53 尉氏县自然资源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证明材料 
 

54 尉氏县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55 尉氏县交通运输局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附件 4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杞县教育体育局 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审批 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培训合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2 杞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执照  

3 杞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4 杞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执照  

5 杞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6 杞县水利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营业执照  

7 杞县水利局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

文监测工程的审批 
营业执照  

8 杞县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营业执照  

9 杞县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与第三方有利害关系的协议  

10 杞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11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务授权 
1.机构依法设立或经法人单位授权的证明 2.检定、校

准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12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

（企业名称、住所名称或生产地址名

称变化，而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且

符合变更条件） 

发生变更的材料（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变更说明）  

13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健康证明  



 

 

14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5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6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

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地址的使用证明 
 

17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

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8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9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20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1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2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23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24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5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6 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县级）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县级）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提交

书面声明 
 

27 杞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28 杞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结

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29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发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2.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证明

3.物业管理事项备案表 
 

30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专职房地产经纪人和经纪人协理劳动合同，其他人员的

专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31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注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32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环保验收意见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33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新申请 
1.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授权相关材料 2.公共租赁住房家

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申报表 
 

34 
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35 
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36 
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37 
杞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38 杞县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和

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2.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

案登记表 3.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39 杞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0 杞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1 杞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

使用证明 
 

42 杞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3 杞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4 杞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

使用证明 
 

45 杞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6 杞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7 杞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48 杞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验资报告 2.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49 杞县自然资源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证明材料  

50 杞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

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51 杞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 

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附件 5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通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2 通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3 通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4 通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5 通许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6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核发 
1.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5.商品房预

售款监管证明 6.物业管理事项备案表 
 

7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企业法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
托书 2.专职房地产经纪人和经纪人协理劳动合同，其他人

员的专业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 
 

8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款监管账户注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9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工程质量监督报告》3.特殊建
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4.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意见书 5.建设
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6.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7.环保验收

意见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10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1.建筑工程用地审批手续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1 通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新申请 
1.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授权相关材料 2.公共租赁住房家庭住

房情况、收入情况相关材料 
 



 

 

12 通许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执照  

13 通许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14 通许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

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执照  

15 通许县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16 通许县水利局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

设影响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 
营业执照  

17 通许县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营业执照  

18 通许县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与第三方有利害关系的协议  

19 通许县水利局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20 通许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21 通许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

中西医结合医院）（变更执

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证材料  

22 通许县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

人员资格证书 2.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3.安全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23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承担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任务授权 
检定、校准和检测人员经考核合格的证明  

24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5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26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

营业单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27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

营业单位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28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29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

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30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1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2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33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

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34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35 通许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

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36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

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37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

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使用

证明 
 

38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

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9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0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

或单位负责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1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

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2 通许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43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4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5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的产权使用

证明 
 

46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7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8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49 通许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50 通许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

施工保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51 通许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

特定施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52 通许县自然资源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

许可证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材料  

53 通许县城市管理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营业执照  



 

 

附件 6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审批 专职工作人员社会保险证明  

2 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3 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4 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5 祥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6 祥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

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7 祥符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

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8 祥符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

检疫证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9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0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1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12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3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4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5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6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7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18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9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0 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1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

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22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23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4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5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

负责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6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7 祥符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28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9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0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31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2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3 祥符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4 祥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35 祥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36 祥符区水利局 取水许可新办 1.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2.营业执照  

37 祥符区水利局 取水许可延续 
1.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

许可证 
 

38 祥符区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经营信息变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2.营业执照  

39 祥符区水利局 取水许可变更（水权变更） 1.营业执照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40 祥符区水利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营业执照  

41 祥符区水利局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

水文监测工程的审批 
营业执照  

42 祥符区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营业执照  

43 祥符区水利局 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与第三方有利害关系的协议  

44 祥符区水利局 水利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建设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  

45 祥符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 2.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 3.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安全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46 祥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相关材料  

47 祥符区自然资源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

材料 
 



 

 

附件 7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生活来源证明  

2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3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4 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5 鼓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新申请 
1.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授权相关材料 2.公共租赁住

房家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相关材料 
 

6 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

证材料 
 

7 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

结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

证材料 
 

8 鼓楼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 2.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 3.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安全规章制度和

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9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0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11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12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13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4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 

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15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6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7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18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

时使用 

19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0 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1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

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22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23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

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24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25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

负责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6 鼓楼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27 鼓楼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28 鼓楼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变更的文件  

29 鼓楼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30 鼓楼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对变更登记事项审查同意文件  

31 鼓楼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32 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

护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33 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

工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34 鼓楼区农业农村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

材料 
 

35 鼓楼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

检疫证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附件 8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 

食品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

声明 
 

2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3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4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设

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地址的使用证明 
 

5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变

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6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7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8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9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0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11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2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13 龙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14 龙亭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

案许可 
营业执照  

15 龙亭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

业许可 
营业执照  

16 龙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17 龙亭区农业农村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 9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顺河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供养亲属抚恤金申领 无收入来源证明  

2 顺河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3 顺河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死亡证明  

4 顺河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档案的接收 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5 顺河回族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

证材料 
 

6 顺河回族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结合医

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佐

证材料 
 

7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 

食品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提交书
面声明 

 

8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9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0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设立

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11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变更

（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2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3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4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5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6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17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

所时使用 

18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19 顺河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0 顺河回族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 2.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3.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安全规章制度和

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21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22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23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4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5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26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7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8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 
1.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2.变更后新住所

的产权使用证明 
 

29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0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2.验资报告  

31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2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的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3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4 顺河回族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文件  

35 顺河回族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方案

许可 
营业执照  

36 顺河回族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作业

许可 
营业执照  

37 顺河回族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及植物检疫证

书签发 
产地检疫合格证  

38 顺河回族区农业农村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办理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证明材料  



 

 

附件 10 

 

 

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备注 

1 禹王台区农业农村局 林草种子（普通）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相关证明材料  

2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3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宗旨和业务范围变更

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4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办资金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5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凭租

赁协议办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6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

责人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7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变更登记（凭产

权证办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8 禹王台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9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  

10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1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

设立登记 
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地址的使用证明  

12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

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3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开业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4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非公司企业法人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特指变更住所时

使用 

15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6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住所使用证明  

17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企业住所使用证明  

18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人独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 变更事项相关证明文件  

19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0 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换照）登记 经营场所证明  

21 禹王台区应急管理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1.重大危险源备案材料 2.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管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资格证

书 3.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安全规章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22 禹王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共租赁租房新申请 
1.公共租赁住房家庭相关材料 2.公共租赁住

房、家庭住房情况、收入情况申请表 
 

23 禹王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受限制区域施工保护

方案许可 
营业执照  

24 禹王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特定施工

作业许可 
营业执照  

25 禹王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变更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26 禹王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中医、中西医结

合医院）（变更执业地址） 

变更医疗机构路名或名牌号，出具相关说明及

佐证材料 
 

 

 

 



 

 

 

 

 

 

 

 

 

 

 

 

 

 

 

 

 

 

 

 
 

主办：市司法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六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1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