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阳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各相关单位： 

为方便广大群众办事，提高我县政务服务效能，根据省政府

《2020 年网上办公网上审批网上服务工作目标和工作要点》（豫

“放管服”组办〔2020〕2 号）、《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分解的通知》（洛政〔2020〕7 号）

及《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关于公布洛阳市“一证通办”

事项清单（第一批共 143 项）的通知》的要求，我县积极开展了

政务服务“一证通办”事项梳理工作，经征求各有关单位意见，梳

理汇总后，形成了我县“一证通办”事项清单（第一批，共计 102

项），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清单中涉及的事项凭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即可办理，不得要求

办事对象提供额外材料，事项办理结果要及时送达，同时做好免

费邮寄服务。请各相关单位接此通知后，要严格贯彻落实，并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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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做好广大群众的宣传工作，切实提升我县政务服务水平。 

 

附件：汝阳县“一证通办”事项清单（第一批） 

 

 

 

2021 年 3 月 24 日 

 

 

 

 

 

 

 

 

 

 

 

 

 

 

 

 



附 件 

序号 主管部门 事项名称 办理材料 

1 汝阳县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查询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2 汝阳县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补证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 汝阳县公安局 户口本补发 身份证 

4 汝阳县公安局 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签发 身份证 

5 汝阳县公安局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发 身份证 

6 汝阳县公安局 预选号牌申诉 身份证 

7 汝阳县公安局 补领机动车号牌 身份证 

8 汝阳县公安局 延期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身份证 

9 汝阳县公安局 延期审验（驾驶证）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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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汝阳县公安局 延期换证（驾驶证） 身份证 

11 汝阳县公安局 新能源汽车换发号牌预约 身份证 

12 汝阳县公安局 新能源汽车换发号牌预选号牌 身份证 

13 汝阳县公安局 新车注册登记预选号牌 身份证 

14 汝阳县公安局 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身份证 

15 汝阳县公安局 提交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身份证 

16 汝阳县公安局 损毁换证（驾驶证） 身份证 

17 汝阳县公安局 取消预约（驾驶证） 身份证 

18 汝阳县公安局 期满换证（驾驶证） 身份证 

19 汝阳县公安局 驾驶证转入换证 身份证 

20 汝阳县公安局 驾驶证注销登记 身份证 

21 汝阳县公安局 驾驶证审验 身份证 

22 汝阳县公安局 驾驶证补证、换证 身份证 

23 汝阳县公安局 本地二手车过户预选号牌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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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汝阳县公安局 异地转（迁）入预选号牌 身份证 

25 汝阳县公安局 普通护照签发 身份证 

26 汝阳县公安局 遗失换证（驾驶证） 身份证 

27 汝阳县档案局 
对国有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

表的审查 
营业执照 

28 汝阳县档案局 
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

人的表彰或者奖励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29 汝阳县档案局  对重点建设项目（工程）档案的验收  营业执照 

30 汝阳县档案局 
对向国家捐赠重要、珍贵档案的单位和个

人的表彰或者奖励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1 汝阳县供电公司 用电更名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2 汝阳县供电公司 减容恢复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3 汝阳县供电公司 暂停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4 汝阳县供电公司 暂停恢复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5 汝阳县供电公司 低压居民增容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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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汝阳县供电公司 暂换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7 汝阳县供电公司 低压非居民增容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8 汝阳县供电公司 暂换恢复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39 汝阳县供电公司 用电过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0 汝阳县供电公司 迁址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1 汝阳县供电公司 移表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2 汝阳县供电公司 暂拆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3 汝阳县供电公司 低压居民新装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4 汝阳县供电公司 复装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5 汝阳县供电公司 分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6 汝阳县供电公司 并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7 汝阳县供电公司 高压增容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8 汝阳县供电公司 用电销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49 汝阳县供电公司 需量值变更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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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汝阳县供电公司 低压非居民新装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51 汝阳县供电公司 高压新装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52 汝阳县供电公司 容量/需量变更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 

53 汝阳县民政局 查婚姻档案（结，离婚） 身份证 

54 汝阳县民政局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身份证 

55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营业执照 

56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单位（项目）基本信息变更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营业执照 

57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营业执照 

58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营业执照+现场填表 

59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身份证 

60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身份证+现场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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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身份证 

62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启用 

（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身份证 

63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身份证 

64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身份证 

65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申领 身份证+现场填表 

66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信息变更 身份证+现场填表 

67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身份证 

68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工伤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身份证 

69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身份证 

70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注销 身份证 

71 汝阳县社会保险中心 异地居住就医申请确认 身份证+现场填表 

72 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用户改建报装 身份证 

73 自来水公司 水表更名过户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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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自来水公司 水表销户 身份证 

75 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用户新装报装 身份证 

76 自来水公司 一户多人口核定 身份证 

77 自来水公司 用水性质变更 身份证 

78 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身份证 

79 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司设立登记 身份证 

80 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身份证 

81 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身份证 

82 汝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老年人优待证 身份证 

83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住房公积金提前还贷 身份证 

84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且封

存满半年提取住房公积金 
身份证 

85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身份证 

86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登记 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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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单位缴存登记信息变更 营业执照 

88 汝阳县住房公积金中心 错账调整 营业执照 

89 
汝阳县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

中心 
公租房承租资格申请退出 身份证 

90 
汝阳县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

中心 
公租房租金收缴 身份证 

91 
汝阳县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

中心 
城镇住房保障资格申请退出 身份证 

92 汝阳县文广旅局 文化志愿者备案 身份证 

93 汝阳县人社局 工伤事故备案 身份证/营业执照 

94 汝阳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检疫备案 营业执照 

95 汝阳县农业农村局 
无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苗繁育基地、

母树林基地审核 
营业执照 

96 汝阳县农业农村局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初审 身份证/营业执照 

97 汝阳县农业农村局 产地检疫 营业执照 

98 洛阳汝阳县税务局 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 营业执照 



 

— 11 — 

99 洛阳汝阳县税务局 一照一码户信息变更 营业执照 

100 洛阳汝阳县税务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营业执照 

101 洛阳汝阳县税务局 发票领用 营业执照 

102 洛阳汝阳县税务局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 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