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16〕35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基层证明清单制度

方便群众办事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治理懒

政怠政、为官不为等行为,切实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质量和水

平,市政府依法对村 (社区)等基层组织出具证明事项进行了全

面清理,编制了郑州市行政机关要求基层出具的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取消了35项基层出具的证明。为落实好基层证明清

单制度,持续清理规范民生服务事项中增加群众负担、不符合简

政放权精神的繁文缛节和不必要证明,提升人民群众的改革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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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建立基层证明清单制度的重要意义

建立基层证明清单制度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规定需村

(社区)等基层组织提供证明、属于基层组织职责范围且能够如

实掌握情况的事项进行梳理规范,实行目录管理,取消没有法

律、法规和规章依据,基层组织没有职责或者无法证明的事项,

对可以部门之间查询的实施部门协同办理,进一步清理繁文缛

节,提高办事效率,减少由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解决群众

“办证多、办事难”问题,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各级各部门要站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高度,开展基层证明清单的专项学习,

切实做好本系统、本领域的贯彻落实,明确哪些事项需要开具证

明、哪些证明可由基层开具、哪些证明已经取消,并落实到实际

工作中。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学习及贯彻落

实情况报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室。

二、严格按照基层证明清单办事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对列入清单的证明事项,村 (社区)

等基层组织要规范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对取消或未列入清

单的证明事项,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要求当事人提供,村 (社

区)等基层组织不再出具,也不得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

三、加快转变工作方式

部门确需了解基层组织掌握的相关信息时,要通过郑州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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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网查询或问询,对政务服务网不能解决的,由部门直接函

询或到相关基层组织调查核实。网上问询或函询的,提供部门应

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切实变 “群众来回跑”为 “部门协同

办”,从源头上避免各类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现象。

四、对基层证明清单实施动态调整

因法律、法规或重大政策调整,以及基层组织机构、工作职

能发生变化,基层证明清单事项需要增减或变更的,相关部门要

及时对基层证明清单提出调整申请,报市政务服务改革管理办公

室按程序予以调整。

五、方便群众办事

基层证明清单发布后,我市居民到郑州市以外的地区就业、

学习或生活等,所在地要求其提供我市基层证明清单之外的证明

的,基层组织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方便群众的原则,出具相关

证明。

六、强化监督问责

市县两级要将基层证明清单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范围,通

过随机抽查、定期检查、卷宗评查等方式,对各级各部门落实基

层证明清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格禁止清单之内的证明不即时

办、清单之外的证明不取消、应部门之间协同的要求群众出具证

明等现象。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或群众举报且属实的,将依据

具体情形,对相关市级主管部门或者县 (市、区)当月绩效考核

进行扣分,情节严重的,按照 《郑州市监察局关于印发 <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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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单一网”制度改革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 (郑监

〔2016〕3号)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附件:1.郑州市行政机关要求基层出具的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

2.取消的基层证明清单

2016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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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政务服务办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二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2月26日印发



 

附件 1 

郑州市行政机关要求基层出具的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 

（共 9 类，16 项） 

序号 证明类别 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备注 

1 
流动人口在本村、本居民区居

住证明 

《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2004年 1月 8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通过）第十八条 
 

2 
社保类 

证明 

申请社会救助

情况证明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9号， 2014年 2月 21日公布，自 2014

年 5月 1日起施行）第四条 
 

申请最低生活

保障经济状况

证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第 2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1999年 10月 1日起施行）

第四条、第十条；《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国务院决定，2007

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残疾人参加社

会保险家庭经

济状况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于 2008年 4月 24日修订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于 2008年

4月 24日公布，自 2008年 7月 1日起施行）第七条、 第四十七条 

 



 

3 学生参加社区实践活动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89年 12月 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89年 12月 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自 1990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 11月 4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0年 10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 3月 18日，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09年 8月 27日，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2015年 12月 27日，根据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第二

次修正）第四十七条 

 

4 政审证明 

入伍政审证明 
《征兵工作条例》（1985年 10月 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根据 2001年 9月 5日《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修改<征兵工作条例>的决定》修订）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 
 

入党政审证明 《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2014年 6月 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第十六条  

5 收养证明 

为收养人出具

婚姻状况、有无

子女和抚养能

力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 5月 12日国务院批准，1999年 5月 25日民政部第 14

号令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五条  
 

为送养人出具

无力抚养子女

的证明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年 5月 12日国务院批准，1999年 5月 25日民政部第 14

号令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六条 
 

6 同意监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 4月 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86

年 4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七号公布，自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7 司法证明 

民事诉讼文书

留置送达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４月９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根

据 2007年 10月 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2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

八十六条 

受理出具在相

应办事处接受

管理的人员所

需证明。 

拟适用社区矫

正人员情况影

响意见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2年 1月 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联合印发）第四条 

社区戒毒情况

证明 

《戒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7号，于 2011年 6月 22日国务院第 160次常务会

议通过）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8 婚育证明 

流动人口婚育

证明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 555号）（2009年 4月 29日国务院第 60次常务会

议通过，自 2009年 10月 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十四条 

需要登记信息

后才可出具。 

再生育人员情

况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 12月 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年 12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正）第十二条；《河南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2002年 11月 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

过，根据 2010年 7月 30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

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1年 11月 25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

据 2014年 5月 29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 2016年 5月 27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

正）第四条；《河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豫卫指导〔2016〕9号）第四条 

受理出具在相

应办事处接受

管理的人员所

需证明。 

9 居民在家正常死亡证明 

《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1999年 7月 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2004年 11月 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2010年 7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次修改，2012年 11月 29日河南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改)  第二十条 

 



 

附件 2 

取消的基层证明清单 

（共 35 项） 

序号 证明名称 备注 

1 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等证明  

2 人员失踪情况证明  

3 身份证、房产证、车辆环保标志、车内物品、电动车购车发票等证件、票据丢失证明  

4 部分公证事项需要查明人员身份、亲属和财产关系的证明  

5 持有身份证和户口簿等合法证件，要求村（社区）出具身份信息证明  

6 个人收入情况证明  

7 落户证明  

8 户口迁入、迁出，要求出具未享受拆迁安置待遇证明  

9 房屋产权及过户情况证明、自建房产权证明  

10 房屋竣工证明  

11 遗产证明  

12 拖欠工资证明  

13 房屋门牌号和房产证不一致但属同一地址证明、地址门牌号变更后是同一个地址的证明  

14 就业单位要求出具的慢性病、遗传病史、精神病史证明  

15 医院要求出具的重病证明、住院报销各种证明  

16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办理证明  

17 校车驾驶人员无酗酒经历证明  



 

18 居民养犬证明  

19 户籍变更和民族成分更正证明  

20 农村地区因历史原因（涉及多部门）无法取得集体土地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许可证的，证明申请人实际拥有房屋并居住  

21 户籍居民无单位符合条件申请退休证明  

22 居民个人申请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树木移植、砍伐、大修剪，由所属街道（含社区）盖章证明情况是否属实  

23 当事人申领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或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等事项时，按实际情况开具子女死亡证明  

24 租赁合同证明  

25 户籍毕业生再就业证明  

26 转业军人自主择业证明  

27 户籍居民下岗失业证明、户籍居民就业困难证明、零就业家庭证明  

28 户籍失业居民是否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介绍信  

29 已缴纳社保证明  

30 就业单位要求出具的现实表现、评先证明  

31 相关资格考试证明  

32 计划生育上环、取环、绝育证明  

33 居民抵押贷款证明  

34 将住宅改为经营性住房证明  

35 无工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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