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政务服务一件事（个人）清单（第一版） 

 
序号 生命周期 个人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1 出生 新生儿出生 省卫生健康委 

2 

上学 

幼儿园入园 省教育厅 

3 义务教育入学 省教育厅 

4 中考加分确认 省教育厅 

5 中考优待确认 省教育厅 

6 高考加分确认 省教育厅 

7 高考优待确认 省教育厅 

8 我要申请家庭困难学生补贴 省教育厅 

9 我要考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 省教育厅 

10 

落户 

我要办理身份证 省公安厅 

11 我要落户（买房落户） 省公安厅 

12 我要落户（高校毕业落户） 省公安厅 

13 我要落户（夫妻投靠落户） 省公安厅 

14 我要落户（子女投靠落户） 省公安厅 

15 我要落户（老年人投靠子女落户） 省公安厅 

16 我要落户（技术技能人才落户） 省公安厅 

17 

就业 

我要进行职业技能鉴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8 我要办理教师资格证 省教育厅 

19 我要办理医师执业注册 省卫生健康委 

20 我要办危险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省交通运输厅 

21 我要办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 省交通运输厅 

22 我要办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 省交通运输厅 

23 我要办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省交通运输厅 

24 我要办理健康证 省卫生健康委 

25 我要办理军人退役 省退役军人厅 

26 我要办理个体劳动者就业创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7 我要办理社保卡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序号 生命周期 个人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28 

社会保障 

我要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9 我要办理社会保险费补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0 我要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 省医保局 

31 我要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2 

人才 

我要办理人才引进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3 我要办理外来务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4 我要办理外国人来华就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5 

结婚生育 

我要办理结婚登记 省民政厅 

36 我要办理离婚登记 省民政厅 

37 我要办理生育登记 省卫生健康委 

38 我要办理收养登记 省民政厅 

39 结婚生育户口联办 省民政厅 

40 

住房 

商品房首次转移登记及电水气办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1 我要办理不动产登记 省自然资源厅 

42 我要办理居住证 省公安厅 

43 我要申请保障性住房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4 我要申请公租房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5 我要申请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6 我要申请人才安居补贴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7 我要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8 我要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提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9 我要办理农村宅基地建房 省自然资源厅 

50 

交通出行 

我要办理护照 省公安厅 

51 我要办理港、澳通行证 省公安厅 

52 我要办理车辆购置注册登记 省公安厅 

53 我要处理电子违章 省公安厅 

54 我要办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省公安厅 

55 我要办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证明 省公安厅 

56 

补贴救助 

我要申请失业救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7 我要申请法律援助 省司法厅 

58 我要医疗救助 省医保局 

59 我要申请残疾人两项补贴 省民政厅 

60 我要办理病残儿医学鉴定 省卫生健康委 

61 我要申请农业机械购置补贴 省农业农村厅 



序号 生命周期 个人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62 

补贴救助 

我要申请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63 我要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补助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64 我要申请最低生活保障 省民政厅 

65 我要申请低收入家庭认定 省民政厅 

66 我要申请特困人员供养 省民政厅 

67 我要申请临时救助 省民政厅 

68 我要申领尊老金 省民政厅 

69 我要领取老年人补贴 省民政厅 

70 我要办理老年优待证 省民政厅 

71 

就医 

我要转外就医 省医保局 

72 我要报销住院费 省医保局 

73 我要办理工伤认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74 我要享受规定（特殊慢性）病种待遇备案 省医保局 

75 退休 我要退休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76 殡葬 办理殡葬身后事 省民政厅 

77 其他 我要办理养犬证 省公安厅 



 

 
 

附件2 

 

政务服务一件事（企业）清单（第一版） 
 

序号 生命周期 企业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1 
登记开办－农林牧渔 

我要开畜牧养殖企业 省农业农村厅 

2 我要开林木育种育苗企业 省林业局 

3 

登记开办－农副食品加工 

我要开办食品生产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4 我要开办食品生产小作坊 省市场监管局 

5 我要开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6 我要开保健食品生产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7 
登记开办－建筑装饰 

我要开装修企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8 我要开建材家居经营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9 

登记开办－零售批发 

我要开饮品店 省市场监管局 

10 我要开面点店 省市场监管局 

11 我要开熟食店 省市场监管局 

12 我要开水果店 省市场监管局 

13 我要开清真食品店 省市场监管局 

14 我要开粮油粉面店 省市场监管局 

15 我要开烟酒专营店 省市场监管局 

16 我要开农药农资店 省农业农村厅 

17 我要开兽药经营店 省农业农村厅 

18 我要开粮食收购企业 省粮食和储备局 

19 我要开花店 省市场监管局 

20 我要开服装店 省市场监管局 

21 我要开乐器店 省市场监管局 

22 我要开五金店 省市场监管局 

23 我要开文具店 省市场监管局 

24 我要开化妆品店 省市场监管局 

25 我要开 3C 专卖店 省市场监管局 

26 我要开烟花爆竹店 省应急厅 



序号 生命周期 企业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27 我要开车辆专卖店 省市场监管局 

28 我要开母婴用品专卖店 省市场监管局 

29 

登记开办－零售批发 

我要开体育用品专卖店 省市场监管局 

30 我要开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省应急厅 

31 我要开非仓储类危化品企业 省应急厅 

32 

登记开办－交通运输 

我要开货物运输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3 我要开物流快递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4 我要开运输渣土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5 我要开船舶营运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6 我要办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7 我要开冷藏保鲜运输服务企业 省交通运输厅 

38 

登记开办－住宿餐饮 

我要开旅馆 省公安厅 

39 我要开民宿 省公安厅 

40 我要开饭店 省市场监管局 

41 我要开农家乐 省公安厅 

42 我要开小餐馆（50平方米以下） 省市场监管局 

43 我要开酒吧 省市场监管局 

44 我要开茶楼 省市场监管局 

45 我要开单位食堂 省市场监管局 

46 我要开现制现售餐饮 省市场监管局 

47 

登记开办－信息技术 

我要开电子商务企业 省商务厅 

48 
我要开网络科技、 

信息科技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49 

登记开办－金融服务 

我要开典当企业 省商务厅 

50 我要开基金企业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51 
我要开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投资咨询企业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52 
登记开办－商务服务 

我要开律师事务所 省司法厅 

53 我要开人才中介企业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序号 生命周期 企业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54 我要开劳务派遣企业 省商务厅 

55 我要开办职业中介机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6 

登记开办－居民服务 

我要开美发店 省市场监管局 

57 我要开美甲店 省市场监管局 

58 我要开美容院 省卫生健康委 

59 我要开养生休闲会所 省公安厅 

60 我要开洗衣店 省市场监管局 

61 我要开眼镜店 省市场监管局 

62 我要开便利店 省市场监管局 

63 我要开商场超市 省市场监管局 

64 我要开宠物店 省市场监管局 

65 我要开文印店 省市场监管局 

66 我要开印章刻制店 省公安厅 

67 我要开物业企业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68 我要开搬家企业 省公安厅 

69 我要开设房产中介机构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70 我要开办家政服务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71 我要开婚庆礼仪服务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72 我要开停车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73 我要开汽车维修保养美容店 省公安厅 

74 我要开旅行社 省文化和旅游厅 

75 我要开电子电器维修店 省市场监管局 

76 

登记开办－教育培训 

我要开艺术培训中心 省教育厅 

77 我要开驾校培训机构 省公安厅 

78 我要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 省教育厅 

79 我要开营利性民办培训学校 省教育厅 

80 
我要开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

机构 
省教育厅 

81 

登记开办－卫生医疗 

我要开药店 省市场监管局 

82 我要开养老院 省民政厅 

83 我要开专科医院 省卫生健康委 

84 我要开整形医院 省卫生健康委 



序号 生命周期 企业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85 我要开门诊部（所） 省卫生健康委 

86 我要开护理院（99张床位以下） 省卫生健康委 

87 

登记开办－文体娱乐 

我要开书店 省新闻出版局 

88 我要开 VR 馆 省文化和旅游厅 

89 我要开网吧 省公安厅 

90 我要开电影院 省新闻出版局 

91 我要开棋牌室 省公安厅 

92 我要开电玩城 省公安厅 

93 我要开 KTV 省公安厅 

94 我要开健身运动馆 省体育局 

95 我要开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企业 省体育局 

96 
我要开手工 DIY 店（非食品

制作） 
省市场监管局 

97 我要开画室画廊 省市场监管局 

98 我要开艺术品经营企业 省文化和旅游厅 

99 
我要在剧场举办营业性演出

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 

100 
我要在娱乐场举办营业性演

出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 

101 
我要在体育馆等其他场所举

办营业性演出活动 
省文化和旅游厅 

102 我要开广告、文化传媒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103 
我要开创意设计、服装设计、

珠宝设计等设计类企业 
省市场监管局 

104 
获得场地 

企业不动产交易登记 省自然资源厅 

105 电、水、气、网络办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06 

项目建设 

我要办理项目立项报批 省发展改革委 

107 我要办理项目规划许可 省自然资源厅 



 

 

序号 生命周期 企业一件事名称 牵头部门 

108 我要办理项目施工许可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09 我要办理项目竣工验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110 员工管理 我要办理企业参保缴费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11 

生产经营 

我要办理企业纳税 省税务局 

112 我要获得信贷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113 我要办理出口退税 省税务局 

114 我要办理税收困难性减免 省税务局 

115 
注销 

我要办理破产 省法院、省市场监管局 

116 我要办理企业注销 省市场监管局  

 



附件3 

 

社会治理一类事清单（第一版） 

 
序号 分类 一类事名称 牵头部门 

1 

基层治理 

网格化服务管理 省委政法委 

2 户政管理 省公安厅 

3 社区治理 省公安厅 

4 乡村治理 省农业农村厅 

5 民生诉求 省民政厅 

6 司法救助 省司法厅 

7 矛盾纠纷调解 省司法厅 

8 

民政管理 

残疾人事业管理 省残联 

9 精准（社会）救助 省民政厅 

10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省民政厅 

11 民族宗教事务管理 省民宗委 

12 

公共安全 

社会治安管理 省公安厅 

13 消防安全管理 省应急厅 

14 群体事件管理 省公安厅 

15 扫黄打非 省公安厅 

16 

应急管理 

社会安全管理 省应急厅 

17 事故灾难管理 省应急厅 

18 卫生事件管理 省应急厅 

19 安全生产管理 省应急厅 

20 自然灾害管理 省应急厅 

21 
生态治理 

污染联动防治 省生态环境厅 

22 垃圾分类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23 

交通管理 

公共运输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24 共享车辆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25 道路设施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26 路域环境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27 路况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序号 分类 一类事名称 牵头部门 

28 停车管理 省交通运输厅 

29 

医疗卫生 

公共卫生管理 省卫生健康委 

30 居民健康管理 省卫生健康委 

31 药品质量管理 省市场监管局 

32 医保基金监管 省医保局 

33 医疗服务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 

34 计划生育 省卫生健康委 

35 

市场监管 

工商监管 省市场监管局 

36 金融监管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37 质量监督 省市场监管局 

38 消费维权 省市场监管局 

39 食品安全 省市场监管局 

40 检验检测 省市场监管局 

41 媒体广告管理 省市场监管局 

42 

科教文体 

新闻出版管理 省新闻出版局 

43 产权保护 省市场监管局 

44 体彩管理 省体育局 

45 福彩管理 省民政厅 

46 教育培训管理 省教育厅 

47 旅游产业综合管理 省文化和旅游厅 

48 

劳动人事 

就业管理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9 创业指导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0 劳资纠纷处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1 

住房保障 

房屋建设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2 房产交易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3 保障性住房管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4 住房改造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5 

城市运行 

能源供应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6 建筑监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7 园林绿化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8 市容市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59 施工管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60 市政抢修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附件4 

 

政务运行一体事清单（第一版） 

 
序号 分类 一体事名称 牵头部门 

1 

人员管理－事

业单位人员 

事业单位招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2 事业单位选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3 事业单位职称评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4 人员跨区域交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5 人员区域内交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6 解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7 开除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8 退休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9 
人员管理－公

益性岗位人员

村、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公益性

岗位招聘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10 

项目规划 

发展规划报审 省发展改革委 

11 国土空间规划 省自然资源厅 

12 “标准地”指标确认 省自然资源厅 

13 

业务审批 

政府信息化项目审批 省发展改革委 

14 政府信息化项目验收 省发展改革委 

15 公共数据审批 省政务办 

16 因公出国（境）审批 省外办 

17 

财务管理 

新设立部门成立开户 省财政厅 

18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 省财政厅 

19 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 省财政厅 

20 财政资金拨付 省财政厅 

21 财政转移支付 省财政厅 

22 

联合办公 

联合发文 省政府办公厅 

23 联合办会 省政府办公厅 

24 督查督办 省政府办公厅 

25 重大活动联办 省政府办公厅 



 

 

序号 分类 一体事名称 牵头部门 

26 
评选认定 

劳动模范、模范集体评选 省总工会 

27 三八红旗手（集体）评选（新增） 省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