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乡镇（街道）确权赋权事项目录(2021年版）

（共131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1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

休学审批
市教育局 教育局

2 户口登记、注销、迁移 市公安局 公安局 行政确
3 核发居民身份证 市公安局 公安局 行政确
4 核发居住证 市公安局 公安局 行政确
5 暂住人口登记 市公安局 公安局 行政确
6 老年人福利补贴 市民政局 公安局 行政确
7 经济状况证明出具 市民政局 公安局 行政确

8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殡仪服务站、骨灰堂、

经营性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许
可

9 临时救助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给
10 对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的给付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给
11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领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给
12 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给
13 最低生活保障定期审核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确
14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给
15 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确
16 城乡低保户信息核查 市民政局 民政局 公共服
17 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 市民政局 民政局 行政确
18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备案 市民政局 民政局 公共服
19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市民政局、市残疾人联合会 民政局、残疾人联合 行政给
20 特殊困难老年人补贴 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民政局、卫生健康局 行政给
21 法律援助咨询服务 市司法局 司法局 公共服
22 人民调解服务 市司法局 司法局 公共服
23 法治宣传教育服务 市司法局 司法局 公共服
24 劳动关系协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25 公益性岗位管理和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26 就业信息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27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28 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和创业开业指导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29 就业失业登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0 创业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1 职业培训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2 求职登记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3 社保政策咨询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4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5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6 社会保险登记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7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8 养老保险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39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信息查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40
对就业困难人员（含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

施就业援助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公共服
务

41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公共服

42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

村局
其他行
政权力

43
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使用集体建设

用地审批
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

行政许
可

44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市自然资源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45 乡村建设规划核实 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 行政确
46 征地安置补助费发放 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 公共服
47 耕地、林地、草原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局 行政确

48 业主委员会备案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
政权力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49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
政权力

50 住房租赁补贴申领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给

51 农村危房改造申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其他行
政权力

52
已登记公布的蓄滞洪区内居民的承包土地、住

房或者其他财产发生变更核实登记
市水利局 水利局

行政确
认

53 蓄滞洪区内居民补偿金确定与补偿凭证发放 市水利局 水利局 行政给
54 农村村民宅基地审批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
55 承包期内需调整承包地批准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

56
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

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批准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行政许
可

57 农药经营许可 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58 生鲜乳收购许可 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59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 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60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 市农业农村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61 地力补贴申领 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行政给
62 棉花补贴申领 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 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行政给
63 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方案审核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行政确
6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备案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公共服
65 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服务 市农业农村局 农业农村局 公共服
66 第一个子女、第二个子女生育登记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公共服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67 群众购买毒性中药证明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确
68 收养人生育情况证明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确
69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补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确
70 农村独生子女身份审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确
71 再生育涉及病残儿医学鉴定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确
72 护士执业注册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许

7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除饭馆，咖啡馆，酒吧，

茶座等）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74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75 再生育审批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76 执业医师申请个体行医审批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其他行
政权力

77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给
78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给
79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奖
80 计划生育、生殖保健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公共服
81 计划生育药具免费发放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公共服
82 孕前优生健康免费检查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公共服
83 卫生法律法规宣传、咨询服务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公共服
84 计划生育受术者补助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给
85 社会抚养费征收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局 行政征
86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87
部分烈士（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认定及

生活补助给付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付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88
建国后参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补助金

的给付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付

89 优抚对象省医疗保障局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90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补助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91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定期抚恤金的给付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给
付

92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待证发放、审验、更换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确
93 伤残等级评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确
94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身份认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行政确
95 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政策咨询服务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服
96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信息登记服务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服
97 伤残军人残疾关系转移服务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公共服
98 自然灾害民房恢复重建资金申领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行政给
99 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救助申请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行政给
100 基层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公共服
101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服务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公共服
102 救灾捐赠款物代收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公共服
103 救灾捐赠凭证出具 市应急管理局 应急管理局 公共服

104 个体工商户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05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06 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07 食品小餐饮登记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108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09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10 食品小摊点备案 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局
其他行
政权力

111 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行政确
112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公共服
113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公共服
114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报销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公共服
115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申报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公共服
116 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登记 市医疗保障局 医疗保障局 公共服

117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市林业和草原局 行政审批局
行政许
可

向乡镇和
街道赋权
事项

118 退耕还林补贴申领 市林业和草原局 林业和草原局 行政给
119 造林绿化补贴申领 市林业和草原局 林业和草原局 行政给
120 税务登记 市税务局 税务局 行政确
121 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缴纳 市税务局 税务局 行政征
122 社会保险费缴纳 市税务局 税务局 行政征
123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缴纳 市税务局 税务局 行政征
124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申领 市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行政给
125 贫困残疾人辅具适配服务 市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服
126 残疾人政策咨询服务 市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服
127 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市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联合会 公共服
128 志愿者注册 共青团市委 共青团委 公共服
129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 市供销社 供销合作社 公共服
130 兵役登记 市军区 人武部 行政确



序号 事项名称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县级业务主管部门 事项类 备注

131 流动人口服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司法
局、市民政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市教育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司法局、民政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教育局

公共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