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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府函„2017‟45 号 

 

关于印发鹤山市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第一批）的通知 

 

各镇政府、沙坪街道办，市有关单位： 

根据省政府关于做好“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部署，为全

面规范我市公共服务事项，进一步夯实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和网

上办事基础，提高我市公共服务事项的质量和效率，现将《鹤山

市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第一批）》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本清单同步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鹤

山分厅上发布。 

二、本清单统一由市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动态管理，市有关单

位要对清单事项进行新增、取消、调整的，应详细说明依据或理

由，并报市行政服务中心审查公布。 

三、市有关单位要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制定并修改完善各

公共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业务手册等实施清单，优化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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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办理时限，按照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录入

要求，完成录入和发布（相关要求由市行政服务中心另行通知），

并及时做好动态更新。 

 

 

 

鹤山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12 月 5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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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市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第一批） 

序号 部门名称 事项名称 备注 

1 市民政局 
申请三属（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 
  

2 市民政局 
部分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 

的女子）的补助 
  

3 市民政局 
退伍军人（含人民警察、公务员、民兵民工） 

残疾等级评定审核 
  

4 市民政局 退伍义务兵复员士官接收安置   

5 市民政局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身份认定   

6 市民政局 申请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补助   

7 市民政局 
申请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参战、涉核退役人员

身份认定 
  

8 市民政局 60周岁以上农村籍老兵给付   

9 市民政局 农村五保供养申请   

10 市民政局 老年人优待证办理   

11 市民政局 
办理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领 100周岁以

上高龄老人津贴 
  

12 市民政局 
办理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领 90-99周岁 

高龄老人津贴 
  

13 市民政局 
办理高龄老人政府津贴——申领 80-89周岁 

高龄老人政府津贴 
  

14 市民政局 终止高龄老人津贴   

15 市民政局 低收入家庭优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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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民政局 低收入家庭信息变动   

17 市民政局 低收入家庭情况核查   

18 市民政局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19 市民政局 最低生活保障信息变动   

20 市民政局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情况核查   

21 市民政局 
三类优抚对象子女助学申请（全日制大专、

本科） 
  

22 市民政局 重点优抚对象办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   

23 市民政局 优抚对象临时生活困难补助   

24 市民政局 申请重点优抚对象医疗困难补助   

25 市民政局 孤儿基本生活费给付申请   

26 市民政局 临时救助申请   

27 市民政局 自然灾害救助申请   

28 市民政局 医疗救助申请   

29 市民政局 异地火化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免费申请   

30 市民政局 收养登记审批   

31 市民政局 解除收养登记审批   

32 市民政局 城镇“三无”人员供养申请   

33 市民政局 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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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市民政局 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申请   

35 市民政局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   

36 市卫生计生局 《广东省计划生育服务证》办理   

37 市卫生计生局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理   

38 市卫生计生局 流动人口生育登记   

39 市卫生计生局 出具计划生育证明   

40 市卫生计生局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金资格确认   

41 市卫生计生局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金资格确认   

42 市卫生计生局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特别扶助   

43 市卫生计生局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资格审核（伤残类）   

44 市卫生计生局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资格审核（死亡类）   

45 市卫生计生局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对象资格确认   

46 市卫生计生局 放射工作人员证核发   

47 市卫生计生局 《流动人口电子婚育证明》办理   

48 市卫生计生局 办理一、二孩生育登记手续   

49 市卫生计生局 再生育子女申请   

50 市残联 
阳光家园计划——贫困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

资助申请 
  

51 市残联 
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

日间托养服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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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市残联 0-6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服务申请   

53 市残联 
7岁以上贫困残疾人机构康复和居家康复救

助申请 
  

54 市残联 贫困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资助申请   

55 市残联 贫困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资助申请   

56 市残联 
贫困精神残疾人住院治疗及门诊服药资助申

请 
  

57 市残联 贫困致盲眼疾患者复明手术资助申请   

58 市残联 残疾儿童学前三年免费教育资助申请   

59 市残联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生活费补

贴申请 
  

60 市残联 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助学补贴申请   

61 市残联 残疾人求职登记   

62 市残联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资助申请   

63 市残联 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资助申请   

64 市残联 贫困残疾人发展生产及自主创业扶持金申请   

65 市残联 特殊困难残疾人临时救助申请   

66 市残联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申请   

67 市社保局 社会保障卡提清、注销   

68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出具单位参保证明   

69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出具个人参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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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社会保险关系广东省

内转出登记（养老缴费凭证打印） 
  

71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社会保险关系跨省转

出登记（养老缴费凭证打印） 
  

72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登

记（失业缴费凭证打印） 
  

73 市社保局 
参保缴费凭证出具——社会保险关系转出登

记（医疗缴费凭证打印） 
  

74 市社保局 参保人变更个人参保资料--变更基本信息   

75 市社保局 参保人变更个人参保资料--合并参保号   

76 市社保局 参保人变更个人参保资料--缴费历史维护   

77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退费   

78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79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80 市社保局 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工伤康复待遇核定   

81 市社保局 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工伤伤残待遇核定   

82 市社保局 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工伤死亡待遇核定   

83 市社保局 工伤保险待遇给付——工伤医疗待遇核定   

84 市社保局 工伤保险异地就医申请   

85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基础信息变更——联系方式变更   

86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基础信息变更——银行账户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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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证明出具   

88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死亡待遇核发   

89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恢复发放   

90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暂停发放   

91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江门市

退休人员 
  

92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协助认证——江

门定居省内退休人员 
  

93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取资格协助认证——江

门定居省外退休人员 
  

94 市社保局 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资格验证   

95 市社保局 领取失业保险金资格验证   

96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年度参保申报 
  

97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停保申报 
  

98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中途参保申报 
  

99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居民医

保户口信息维护（缴费银行账户资料变更） 
  

100 市社保局 普通门诊选点登记——普通门诊变更   

101 市社保局 普通门诊选点登记——普通门诊登记   

102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注销登记   

103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费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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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费补缴   

105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失业保险关系转

入登记 
  

106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失业保险关系转

出 
  

107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养老保险关系广

东省内转出 
  

108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养老保险关系广

东省内转入登记 
  

109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养老保险关系跨

省转出 
  

110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养老保险关系跨

省转入登记 
  

111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医疗保险关系转

出 
  

112 市社保局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审核——医疗保险关系转

入登记 
  

113 市社保局 生育保险待遇给付——生育津贴核定   

114 市社保局 生育保险待遇给付——生育医疗费零星报销   

115 市社保局 失业保险待遇恢复发放   

116 市社保局 失业保险待遇暂停发放   

117 市社保局 
失业保险金、求职补贴核发、失业人员享受

失业保险基金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118 市社保局 失业保险金转入核定   

119 市社保局 失业待遇补发、退发   

120 市社保局 失业待遇期限修改   

121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女性失业期间生育 

补贴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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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申请一次性农民工 

生活补助 
  

123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失业人员死亡待遇 

核发 
  

124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失业人员稳定就业 

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核发 
  

125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失业人员职业技能 

鉴定补贴核发 
  

126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失业人员自主创业 

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核发 
  

127 市社保局 
失业人员一次性待遇——外省户籍一次性失

业保险金计发 
  

128 市社保局 
特定病种门诊资格申请和年审——特定病种 

变更 
  

129 市社保局 
特定病种门诊资格申请和年审——特定病种 

年审 
  

130 市社保局 
特定病种门诊资格申请和年审——特定病种 

申请和补办 
  

131 市社保局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返还——到达法定退休年

龄退保 
  

132 市社保局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返还——在职出国   

133 市社保局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返还——在职死亡   

134 市社保局 一次性缴医疗保险费（个人和单位)   

135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费用零星报销（含大病保险）——

普通门诊零星报销 
  

136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费用零星报销（含大病保险）——

普通住院零星报销（含大病保险） 
  

137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费用零星报销（含大病保险）——

特定病种门诊零星报销（含大病保险） 
  

138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医保个人账户查

询 
  

139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申请——非定点医疗机构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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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申请——个人约定医疗 

机构就医 
  

141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申请——市外转院   

142 市社保局 终身享受职工医疗保险待遇人员资格验证   

143 市社保局 
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超龄趸

缴 
  

144 市社保局 伊马替尼登记备案   

145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补发退发   

146 市社保局 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的修改   

147 市社保局 失业保险金转出核定   

148 市社保局 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社会保障卡注销   

149 市社保局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

证 
  

150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劳动用工备案   

151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创业证申办   

152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职业介绍   

153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154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备案   

155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156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开展就业困难群体、高校毕业生就业援助工

作 
  

157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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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领取失业保险待遇资格验证   

159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登记   

160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高技能人才入户资格确认   

161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技能晋升培训补贴申请   

162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申请   

163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审核   

164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申请一次性创业资助金   

165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补贴审核   

166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临时生活补贴审核   

167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见习补贴审核   

168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岗位补贴审核   

169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城乡居民医保服务   

170 市外事侨务局 贫困归侨扶贫救助   

171 市外事侨务局 广东省归侨和侨眷身份证明   

172 市外事侨务局 华侨房屋确认   

173 市农林渔业局 兽医师执业注册   

174 市农林渔业局 助理兽医师执业备案   

175 市农林渔业局 
国家及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特许运输证 

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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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市农林渔业局 
国家二级及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

捉证审核 
  

177 市环境保护局 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   

178 鹤山供电局 电费缴纳   

179 鹤山供电局 档案、电费信息查询及打印   

180 鹤山供电局 更名过户申请   

181 鹤山供电局 销户申请   

182 鹤山供电局 更改客户一般信息   

183 鹤山供电局 电能计量装置移动申请   

184 鹤山供电局 改变用电类别申请   

185 市公安局 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   

186 市公安局 申领居民身份证   

187 市公安局 换领居民身份证   

188 市公安局 补领居民身份证   

189 市公安局 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丢失招领   

190 市公安局 换发补办居民户口簿   

191 市公安局 出具户籍证明   

192 市公安局 国内小孩出生登记   

193 市公安局 国外出生小孩的出生登记   



- 14 - 

194 市公安局 港澳出生小孩的出生登记   

195 市公安局 台湾出生小孩出生登记   

196 市公安局 收养及其他无户口人员登记入户   

197 市公安局 申报居住登记   

198 市公安局 申领居住证   

199 市公安局 补领、换领居住证   

200 市公安局 居住证签注   

201 市公安局 申报居住变更登记   

202 市公安局 厂房门牌申请   

203 市公安局 商品住房门牌申请   

204 市公安局 门牌分割、合并申请   

205 市公安局 门牌号码变更证明   

206 市公安局 商铺门牌申请   

207 市公安局 自建房屋门牌申请   

208 市公安局 迁出市外   

209 市公安局 工作调动（集体户间）户口迁移   

210 市公安局 自有产权房屋居住迁移   

211 市公安局 租赁政府或单位房屋居住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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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市公安局 夫妻投靠迁移   

213 市公安局 父母投靠子女迁移   

214 市公安局 未婚子女投靠父母迁移   

215 市公安局 公民收养小孩入户（市内迁移）   

216 市公安局 空挂户口申请   

217 市公安局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入户   

218 市公安局 工作调动、录（聘）用入户   

219 市公安局 人才引进入户   

220 市公安局 高技能人才入户   

221 市公安局 大中专院校招生入户   

222 市公安局 大中专院校学生退学、休学回原籍复户   

223 市公安局 投资入户   

224 市公安局 购（建）房入户   

225 市公安局 夫妻投靠入户   

226 市公安局 父母投靠子女入户   

227 市公安局 未婚子女投靠父母入户   

228 市公安局 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入户   

229 市公安局 随军家属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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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市公安局 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入户   

231 市公安局 公民收养小孩入户   

232 市公安局 
被判处徒刑已被注销户口，现刑满释放、假

释、保外就医恢复户口 
  

233 市公安局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籍华人和台湾同胞定

居入户 
  

234 市公安局 华侨回国定居复户   

235 市公安局 香港、澳门居民定居入户   

236 市公安局 其他出国已注销户口人员回国恢复户口   

237 市公安局 迁出未落户人员恢复户口   

238 市公安局 租房入户   

239 市公安局 
国家、省、市政府文件明确规定由本市安置、

入户的其他人员入户 
  

240 市公安局 更正出生日期   

241 市公安局 变更民族成份   

242 市公安局 变更姓名   

243 市公安局 增加曾用名   

244 市公安局 变更性别   

245 市公安局 变更出生地、籍贯   

246 市公安局 非主项变更   

247 市公安局 变更父（母）亲或监护人之一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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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市公安局 出国（境）定居注销户口   

249 市公安局 应征入伍注销户口   

250 市公安局 死亡（失踪）注销户口   

251 市公安局 单位设立集体户   

252 市公安局 户口漏登补录   

253 市公安局 人口信息查询   

254 市公安局 申请解除人口信息锁定   

255 市公安局 驾驶证状态查询   

256 市公安局 机动车状态查询   

257 市公安局 驾驶人安全信用查询   

258 市公安局 车主锁定和解锁机动车业务   

259 市公安局 机动车被盗抢登记   

260 市公安局 70周岁以上驾驶人提交身份条件证明   

261 市公安局 持有 C5准驾车型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262 市公安局 机动车所有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变更   

263 市公安局 核发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   

264 市公安局 
往来港澳通行证及个人游签注（国家工作人

员除外） 
  

265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国家工作人员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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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市公安局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旅游签注（国家

工作人员除外） 
  

267 市公安局 
因家庭矛盾导致户内成员无法使用本户居民 

户口簿的补发 
  

268 市公安局 户口注销证明   

269 市公安局 父母双方均为现役军人小孩出生登记   

270 市公安局 居住证明   

271 市公安局 优秀农民工入户   

272 市公安局 军队离退休干部入户   

273 市公安局 变更身份证号码   

274 市公安局 交通违法办理   

275 市国土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76 市国土资源局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277 市国土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权首次登记   

278 市国土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279 市国土资源局 宅基地使用权转移登记   

280 市国土资源局 不动产权属补证、换证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