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沁水县“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实施方案》的

情  况  说  明



      

起草背景

为全面贯彻国家、省、市深化“放管服”
改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县政府报告工作要
求，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推动营商环境持续
优化，借鉴兄弟县（市、区）等地区工作经
验，由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牵头，探索推
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件事一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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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一次办 LOGO

是指企业群众需办理的一个“事项”，既可以是单独的“一件
事情”，也可以是需要多个部门办理或多件相关的“事”、
“一揽子事”，经过梳理整合、流程再造后，变成企业群众眼
中或窗口统一办理的“一件事”

一件事

一次办

基本
定义

是指一次告知、一次表单、一次联办、一次办好，线上“一次
登录、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一次申请 一次联办 一次办好一次告知

一件事一次办 LOGO

改革方式



把“一件事”的依据、条件、程序、期限、办理方式、所需材料等要素，
通过线上线下、电视电台、报纸等各种方式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材料的，
要对补正材料的内容、期限、方式等一次性告知。

对“一件事”涉及多个部门的材料、表格进行精简、优化、合并，整理成
一张材料清单，方便企业和群众到现场或通过网上平台一次性阅知、一次
性填报。

一次
告知

一次
申请

一件事一次办 LOGO



单击此处添加题

企业和群众通过政务服务网一次认证、一点登录，到实体政务大厅提交一
次材料，前台对材料一次性初审、一次性受理，后台一次性分办，职能部
门开展并联审批、联合评审、联合勘验、联合验收等集成服务。

对申请材料齐全能当场办结的，一次性办好；对申请材料次要条件或次要
手续有欠缺的，在当事人承诺补正后，采取容缺方式一次性办好；对申请
材料齐全需要集成服务的，开展集成联办，并将办理结果一次性反馈给打
印证书的部门（窗口），由该部门（窗口）制作相关证照、批准文书，采
取现场递交、邮政寄递、网上传输等方式一次性送达申请人。

一次
联办

一次
办好

点击添加标题文本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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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次办理事项 LOGO

涉企“一件事”92项

非企业“一件事”6项

开办企业“一件事”5项

103
项



涉企92项 LOGO
序号 事项名称 办事层级 涉及事项 涉及部门 备  注

1
 
 
 
 

我要开商场超市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

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

医保局、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
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
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

酒吧、茶座外）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9670-1996）城市营业面积300㎡以上，县、
乡、镇营业面积200㎡以上的室内场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2
 
 

我要开便利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

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

医保局、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
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
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3
 
 

我要开水果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

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

医保局、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
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除农产品外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
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涉企92项 LOGO

4
 

我要开食品加工小作坊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小作坊许可 行政审批局 食品小作坊许可证

5
 
 
 

我要开饭店（60㎡以上）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

6
 
 
 

我要开酒吧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7
 
 

我要开小餐馆（60㎡以下）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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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要开蛋糕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9
 
 

我要开饮品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10
 
 

我要开茶楼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11
 
 
 
 
 

我要开酒店（宾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旅馆业特殊行业许可审批 公安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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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要开网吧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 公安局  

  申请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审批 行政审批局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500㎡验收；<500㎡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
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13 我要经营砂石料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14
 
 
 
 
 

我要开KTV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行政审批局 娱乐经营许可证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卫生许可证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
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500㎡验收；<500㎡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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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要开足浴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500㎡验收；<500㎡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
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16
 
 
 
 
 
 

我要开桑拿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500㎡验收；<500㎡备案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审批 公安局  

  
（1）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3）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行政审批局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吨/小时及收下的、天然气锅炉总容量1吨/小时以上的报告表审批；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吨/小时以上的报告书审批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
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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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要开大众浴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500㎡验收；<500㎡备案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1）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3）权

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行政审批局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吨/小时及收下的、天然气锅炉总容量1吨/小时以上的报告表审批；
燃煤、燃油锅炉总容量65吨/小时以上的报告书审批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兼营食品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
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18
 
 
 
 

我要开办舞厅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娱乐场所许可 行政审批局 娱乐场所营业许可证

  建设工程消防竣工备案 行政审批局  

19
 
 

我要开美容院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含医疗美容的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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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要开办营利性民办培训
学校

县级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

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行政审批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21
 
 
 

我要办跆拳道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专业技术性强、危险性大以及社会影响大的体育项目经营 行政审批局 体育经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22
 
 
 

我要办武术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专业技术性强、危险性大以及社会影响大的体育项目经营 行政审批局 体育经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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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诊所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诊所备案 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24
 

我要开办印刷企业（不含
出版物类）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印刷经营许可 宣传部  

25
 
 

我要开熟食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26
 
 

我要开健身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27
 
 
 
 

我要开电影院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电影放映许可证 宣传部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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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我要开婚介所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29
 
 
 
 
 

我要开综合医院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1）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2）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3）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
行政审批局

20张床位以下进行备案；20张床位以上、500张床位以下报告表审批；500 张床位以上报告
书审批

  排污许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市级权限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审批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0
 

我要开办劳务派遣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劳务派遣许可证 行政审批局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31
 

我要开办人力资源服务公
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行政审批局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32
 
 

我要开宠物医院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动物诊疗许可证

33 我要开干洗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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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要开电玩城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行政审批局 娱乐经营许可证

  特种行业许可 公安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35
 
 
 

我要开养老院（营利性）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行政审批局 新建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养老机构备案 民政局  

36
 
 
 
 

我要开书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设立、变更审批 宣传部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GB9670-1996）城市营业面积300㎡以上，县、乡、镇营业面积
200㎡以上的室内场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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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我要开幼儿园（营利性）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培训的

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行政审批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 行政审批局 新建涉及环境敏感区的；有化 学、生物实验室的学校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300平方米以下的不需办理该事项

  托幼机构卫生评价 卫体局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健委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食品经营许可证 行政审批局 有食堂的情况下办理

38
 
 

我要开母婴护理中心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提供餐饮服务的需要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39
 

我要开家政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40 我要开婚庆礼仪服务中心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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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我要办会计代理记账机构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行政审批局  

42
 

我要开驾校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 交通局  

43
 

我要从事网络销售食品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

44
 
 

我要办饮用水供水企业 市县两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卫生许可证

  取水许可 行政审批局  

45
 

我要开生鲜乳收购站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生鲜乳收购站许可 行政审批局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

46 我要开产后康复中心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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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农家乐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经营客户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的农家乐（民宿除外）

48
 

我要开兽药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兽药经营许可证

49
 

我要开农资经营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业农村局  

50 我要开面包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51
 
 
 
 

我要办种畜禽养殖场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行政审批局

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5000头以下（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办
理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年出栏生猪5000头以上（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的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办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年出栏生猪500头
以下（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的养殖场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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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畜禽养殖场（不含
野生动物）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设施农业用地备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行政审批局
年出栏生猪50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及以上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存栏生猪
25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规模）及以上无出栏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涉及环境
敏感区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办理报告书；其他（规模化以下的除外）为登记表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 农业农村局 由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备案

53
 

我要开废品回收站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报告表审批 行政审批局 如不开展废旧物资加工、再生利用则不需要办理。

54
 

我要开烧烤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55
 
 

我要开烟酒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烟草经营许可证 烟草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
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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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开茶叶专卖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上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面积60㎡以下办理食品小经营店备案
证

57
 

我要开母婴用品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品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兼营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情况下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58
 
 

我要开羽毛球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体育经营备案 卫体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检查 消防大队  

59
我要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

记
县级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审批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60 我要举办营业性演出 县级 举办营业性演出审批 行政审批局  

61
 

我要开理发店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共场所（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工具、饭馆、咖啡店、酒吧、茶座外）

卫生许可
行政审批局 卫生许可证

62
 

我要办种子生产经营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业农村局  

63
 

我要做林木采伐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林木采伐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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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我要开美甲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65
 

我要开瑜伽馆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66
 
 
 

我要开营利性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资格认定 行政审批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67 我要开洗车行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68 我要开电动车专卖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69 我要开婚庆用品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0 我要开二手车行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1 我要开花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2 我要开化妆品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3 我要开服装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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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我要开五金销售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5
 

我要开眼镜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行政审批局 市级权限

76 我要开广告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77
 

我要开印章刻制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公安局 特种行业许可证

78
 

我要开机动车维修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 交通局  

79
 
 

我要开快递公司 县级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邮政管理局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道路货运经营许可 交通局  

80
 

我要开货运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交通局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

81 我要开婚纱摄影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涉企92项 LOGO

82
 

我要设立营业性演出团体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审批 行政审批局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83
 

我要开连锁药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药品经营许可证 市场监管局  

84 我要开木材加工厂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85
 
 
 

我要开燃气销售站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或备案 行政审批局  

  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 消防大队  

  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 行政审批局 燃气经营许可证

86 我要开复印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87
我要开手机（电脑）维修

店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88
 
 
 

我要生产经营食用菌菌种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

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母种、原种） 农业农村局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审批 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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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我要开水产养殖场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权限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 行政审批局 网箱、围网投饵养殖、涉及环境敏感区的办理报告表审批；其他为登记表

  水域滩涂养殖证的审核 行政审批局 水域滩涂养殖许可证

90 我要开建筑设备租赁公司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91
 

我要开中医诊所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中医诊所备案 卫体局  

92
 

我要开办艺术培训班 县级
市场主体设立登记（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

保办理、公积金办理）
行政审批局、公安局、商业银行、税务局、人社局、医保局、

住房公积金
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医保办理、公积金办理为线下办理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培训的

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行政审批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非企业6项 LOGO
序号 事项名称 办事层级 涉及事项 涉及部门 备注

1
 
 

我要办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学会、研究
会等）

县级 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局  

  会费发票办理 财政局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2
 
 

我要办民办非企业 县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局  

  涉税办理 税务局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3
 
 
 
 

我要办培训机构（非营利性） 县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局  

  涉税办理 税务局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教育） 行政审批局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行政审批局  

4
 
 
 
 
 

我要办幼儿园（非营利性） 县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局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 行政审批局 提供就餐服务时需要办理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行政审批局 小于1000㎡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审批局 大于1000㎡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5
 
 
 

我要办养老院（非营利性） 县级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行政审批局  

  食品经营许可证 行政审批局  

  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 行政审批局  

  公章刻制备案 公安局  

6
 
 
 

我要开社区卫生服务站 县级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行政审批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审批局  

  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 环保局 20张床位以下进行备案

  建设工程消防备案 行政审批局 300㎡以下无需办理



开办企业5项 LOGO
序号 事项名称 办理层级 材料清单

1
 
 
 
 
 
 
 
 
 
 
 
 

我要办有限公司
 
 
 
 
 
 
 
 
 
 
 
 

市县两级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由全体股东签署）。

3.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 股东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 股东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 股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复印件。

◆ 股东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 其他股东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明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股东决定或股东会决议。对《公司法》和章程规定公司组织机构人员任职须经董事会、监事
会等形式产生的，还需提交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监事签字的监事会决议等相关材料。

5.住所使用证明。（填写《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表》（当公司地址为住宅楼的需填写《晋城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当公
司地址不详时需要填写《方位示意图》））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
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开办企业5项 LOGO

2
 
 
 
 
 

我要办有限公司分公
司

市县两级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2.分公司营业场所使用证明。（填写《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表》（当公司地址为住宅楼的需填写《晋城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当公司地址不详时需要
填写《方位示意图》））

  3.分公司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和签署确认任职信息即可)。

  4.公司章程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5.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分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或分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
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3
 
 
 

我要办个人独资企业 市县两级 1.《个人独资企业登记（备案）申请书》。

  2.投资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在申请书中粘贴身份证复印件即可)。

  
3.企业住所使用证明。填写《住所（经营场所）信息申报承诺表》（当企业地址为住宅楼的需填写《晋城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承诺书》，当企业地址不详时需要填写《方
位示意图》）

  4.从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业务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复印件

4
 

我要办有限公司注销 市县两级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2.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者公司被撤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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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要办有限公司注销 市县两级 3.股东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的清算报告。

  4.股东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人民法院、公司批准机关备案、确认的清算报告。

  ◆ 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签署确认。

  ◆ 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办理注销登记的，不提交此项材料。提交人民法院关于破产程序终结的裁定书。

  4.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5
 

我要办理有限公司分
公司注销

市县两级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2.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优化营商环境

沁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