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五条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当提交教师资格认定
申请表和下列证明或者材料：
（四）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所毕业的学
校对其思想品德、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
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其他建设工程经依法抽
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使用。
《吉林省消防条例》第二十五条 建筑工程竣工时，应由公安消防机构参加验
收。未经公安消防机构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筑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认定教师资格所需的思想
品德、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
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

新设立的民办教育机构所
需的公安消防部门验收、检查
意见书

外国人来华工作无犯罪记录证明

市教育局

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

1

2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七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签
证，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
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九）申请 R 字签证，应当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
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并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
（十二）申请 Z 字签证，应当按照规定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应当提交本人护照或者其他
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本人到居留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并留存指纹等人体
生物识别信息。
（一）工作类居留证件，应当提交工作许可等证明材料；属于国家需要的
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应当按照规定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保留依据

证明事项名称

索要单位

序号

长春市保留证明事项清单（2021）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 1986 年 12 月 25 日公安部公布）第九条 内地公民因
私事申请前往香港、澳门，须回答有关的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四）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的证明是指：
（二）去香港、澳门照顾年老体弱父母或者无依无靠的老人、儿童投靠香
港、澳门亲属，须提交与香港、澳门亲属关系及其在香港、澳门有永久居住资
格的证明。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
港、澳门申请港澳通行证、往来
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子女
投靠父母类、永居子女类）所需
的申请人父母结婚证明，在国
外登记结婚的，需提交经我国
驻外使（领）馆认证的结婚证书
或者结婚公证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 1986 年 12 月 25 日公安部公布）第九条 内地公民因
申 请 人 在 国 外 登 记 结 婚 私事申请前往香港、澳门，须回答有关的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的，需提交经我国驻外使（领）
（三）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前往香港、澳门的意见；
馆认证的结婚证书或者结婚公
（四）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证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的证明是指：
（一）夫妻团聚，须提交合法婚姻证明，以及配偶在香港、澳门有永久居
住资格的证明。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
澳门申请港澳通行证、往来港澳
通行证和签注签发（子女照顾父
母类）所需的国家工作人员所在
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
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其
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居的意见
和申请人父母在香港或者澳门
无子女证明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4

5

6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 1986 年 12 月 25 日公安部公布）第九条 内地公民因
私事申请前往香港、澳门，须回答有关的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三）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前往香港、澳门的意见；
（四）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的证明是指：
（二）去香港、澳门照顾年老体弱父母或者无依无靠的老人、儿童投靠香
港、澳门亲属，须提交与香港、澳门亲属关系及其在香港、澳门有永久居住资
格的证明。

保留依据

证明事项名称

索要单位

序号

保留依据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
（1986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批准 1986 年 12 月 25 日公安部公布）第九条 内地公民因
私事申请前往香港、澳门，须回答有关的询问并履行下列手续：
（三）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对申请人前往香港、澳门的意见；
（四）提交与申请事由相应的证明。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所称的证明是指：
（二）去香港、澳门照顾年老体弱父母或者无依无靠的老人、儿童投靠香
港、澳门亲属，须提交与香港、澳门亲属关系及其在香港、澳门有永久居住资
格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外国人所持签注注
明入境后需要办理居留证件的，应当自入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拟居留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
第三十条第二款 申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应当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
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外国人申
请办理外国人居留证件，
应当提交本人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
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本人到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并留存指纹等人体生物识别信息。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证明事项名称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
港、澳门申请港澳通行证、往来
港澳通行证和签注签发（父母
投靠子女类）所需的国家工作
人员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
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
的同意其前往香港或者澳门定
居的意见和父母在内地无子女
证明

外国人居留证件签发所需
的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
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
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公证、翻译

索要单位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序号

7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在中国境内的外
国人所持签证遗失、损毁、被盗抢的，应当及时向停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补发签证。
第十二条 外国人申请签证的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应
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
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第一款 外国人申请签证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
符合受理规定的，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出具有效期不超过 7 日的受
理回执，并在受理回执有效期内作出是否签发的决定。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十二条 对外国人入境后因所持签证
遗失、损毁或者被盗抢申请补发签证的，应当补发与原签证种类及入境有效期、
停留期一致的签证。签证次数按原签证剩余有效入境次数补发。申请材料要求
如下：
（一）签证遗失或者被盗抢的，应当提交本人护照报失证明或者所属国驻
华使领馆照会以及新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
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
换发、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
居留证件的延期、换发、补发，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
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含
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外国人护照报失证明

外国人居留证件补发所需
的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
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
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公证、翻译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9

10

保留依据

证明事项名称

索要单位

序号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二条 在中国境内居留的外国
人申请延长居留期限的，
应当在居留证件有效期限届满三十日前向居留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按照要求提交申请事由
的相关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
居留证件的延期、换发、补发，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
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
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
换发、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外国人申请签证
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
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证明事项名称

外国人居留证件延期所需
的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
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
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公证、翻译

外国人签证补发所需的外
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
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
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
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公证、翻译

索要单位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序号

11

12

保留依据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二十条 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应当
填写申请表，提交第十九条规定的证明和所持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接受全日制
驾驶职业教育，申请增加大型客车、牵引车准驾车型的，还应当提交学校出具
的学籍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
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
换发、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外国人申请签证
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
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
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
换发、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外国人申请签证
延期、换发、补发和申请办理停留证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
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证明事项名称

增加准驾车型申领业务所
需的学籍证明

外国人签证延期所需的外
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
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
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
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公证、翻译

外国人签证换发所需的外
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
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
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
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
证、公证、翻译

索要单位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序号

13

14

15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七条 外国人出境，应当向出
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旅
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在中国境内的
外国人因证件遗失、损毁、被盗抢等原因未持有有效护照或者国际旅行证件，
无法在本国驻中国有关机构补办的，
可以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出境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三十五条 外国人入境后，所持的
普通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损毁、遗失、被盗抢或者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事由需要
换发、补发的，应当按照规定向停留居留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
居留证件的延期、换发、补发，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
际旅行证件以及符合规定的照片和申请事由的相关材料。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者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不得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
售、购买、运输和爆破作业。
第三十三条 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爆破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
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爆破作业人员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考核合格，取得《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爆破作业。

证明事项名称

外国人出入境证签发所需
的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
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
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公证、翻译

外国人居留证件换发所需
的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
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
属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
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
馆认证、公证、翻译

申请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含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和爆破
员、安全员、保管员）核发所需
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索要单位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序号

16

17

18

市公安局

20

出入境通行证签发所需的
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
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
关系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
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
认证、翻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七条 外国人出境，应当向出
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交验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等出境入境证件，旅
行规定的手续，经查验准许，方可出境。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作规范》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含义：
（三）外国主管部门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
证明、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四）身份证明：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明指本地常住户籍证明或者实际居
住地 6 个月以上居住证明和居民身份证；华侨身份证明指中国护照和国外定
居证明；港澳居民身份证明指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身份证明指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身份证明指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华侨和港澳
台居民还应当提交实际居住地 6 个月以上居住证明。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有关外文证明材料应当翻译成中文。

市公安局

19

保留依据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首
次申请所需的任职证明；个人
完税证明；国外无犯罪记录证
明；国内无犯罪记录证明；在重
点高等学校任职人员需提供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七条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
职高校为 211 工程学校或各省、
出突出贡献或者符合其他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条件的外国人，经本人申请和公
自治区、直辖市内如普通高校
安部批准，取得永久居留资格。
招生本科第一批录取院校的证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审批管理办法由公安部、
外交部会同国务院
明；推荐函；生活保障证明；相
有关部门规定。
关材料公证；申请人在国外无
《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九条至第十六条。
直系亲属证明；外国主管部门
或者公证部门出具的婚姻证
明、出生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姓名等资料变更证明等应当经
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翻译

证明事项名称

索要单位

序号

保留依据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五）无犯罪记录。
第二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人申请取得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向县级或者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和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
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证明事项名称

申请校车驾驶资格许可所
需的无犯罪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办理相应的登记：
（二）机动车登记内容变更的。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 申请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
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四）属于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合格证明；
（五）属于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
机动车变更登记所需的
证明，但经海关进口的机动车和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认定免予安全技术
《结婚证》或者《居民户口簿》
检验的机动车除外。
以外的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
第十四条 机动车所有人为两人以上，需要将登记的所有人姓名变更为其
他所有人姓名的，应当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变更前和变更后机动车
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共同所有的公证证明，但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可以
提供《结婚证》或者证明夫妻关系的《居民户口簿》。
变更后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车辆管理所按照
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变更后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
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的，迁出地和迁入地车辆管理所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
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索要单位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序号

21

22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 在城市、风景名胜区
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的，应当向爆破作业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和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
评估企业出具的爆破设计、施工方案评估报告......。

申请城市、风景名胜区和
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
业审批所需的具有相应资质的
安全评估企业出具的爆破设
计、施工方案评估报告

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与收养人有亲属关系证明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23

24

25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公安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下列
9 类情形：
3、亲属关系证明。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
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公安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下列
9 类情形：
5、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公安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受理的
捡拾弃婴（儿童）情况，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在核实后出具。

保留依据

证明事项名称

索要单位

序号

保留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一、有关单位要求群众开具证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要遵循于法有据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
不再出具证明；依法不属于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证明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
核实。
（三）对于需要证明的下列 6 类事项，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以下方式办
理：
3、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非正常死亡的，由
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
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
下列 9 类情形：
6、非正常死亡证明。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经医
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
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
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第三条 居住在已与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国家的华侨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
证件、证明材料：
（二）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
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
居住国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证明事项名称

非正常死亡人员和无名、
无主尸体办理遗体火化手续所
需的死亡证明

收养人为居住在已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华侨的年
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
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
状况的证明材料

索要单位

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

序号

26

27

保留依据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
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第四条 居住在未与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国家的华侨申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
证件、证明材料：
（二）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
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应当经其
居住外交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
家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
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第五条 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
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二）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香港委托公证人证明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
有无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
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第六条 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
请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二）澳门地区有权机构出具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
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证明事项名称

收养人为居住在未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华侨的年
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
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
状况的证明材料

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
请办理收养关系需要提供的年
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
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
状况的证明材料

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
请办理收养关系需要提供的年
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财
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
状况的证明材料

索要单位

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

市民政局

序号

28

29

30

保留依据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
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第七条 台湾居民申请办理成立收
养关系的登记时，应当提交收养申请书和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三）经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公证的收养人的年龄、婚姻、有无子女、职业、
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料。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
应当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二）经济困难的证明。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二）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
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申请人向与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张权益的，无须提交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但应当出
具本人的经济状况证明。
《吉林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提交
下列材料：
（二）申请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者相
关单位出具的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申请人向与其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主张权益的，无须提交家庭成员经济状况证明，但应当出
具本人的经济状况证明。

证明事项名称

台湾居民申请办理收养关
系需要提供的年龄、婚姻、有无
子女、职业、财产、健康、有无
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明材
料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
法律援助所需的经济困难证明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所需的
申请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经济状况证明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本人的
经济状况证明

索要单位

市民政局

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

序号

31

32

33

34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二百万元。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八条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申请
人应当向许可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三）公司章程以及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告。
《长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一条 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和农
村集中居民点建设，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持书面申请、拟建位置、村民委员会意见以及土
地主管部门同意用地的预审意见等有关材料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长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 农村村民申请住宅建设的，
应当持户口簿、村民委员会意见......等材料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长春市土地管理细则》（根据 2004 年 6 月 30 日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 年 7 月 28 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依法
承包的集体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荒地的使用权设定抵押时，须经抵押土
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一款 在城市市区噪
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
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第三十条第二款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

证明事项名称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公司所
需的验资报告或者财务审计报
告

进行乡村公共设施、公益
事业和农村集中居民点建设所
需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的村民委员会意见

农村村民申请住宅建设的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所需
的村民委员会意见

抵押土地所需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同意的书面证明

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内申请夜间施工许
可，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
的证明

索要单位

市人社局

市规自局

市规自局

市规自局

市生态局

序号

35

36

37

38

39

保留依据
《长春市房屋登记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
记的，还应当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移的证明。

《长春市房屋登记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三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房屋
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还应当提交经村民会议或者由村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表会
议同意的证明。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一、有关单位要求群众开具证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要遵循于法有据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
不再出具证明；依法不属于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证明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
核实。
（三）对于需要证明的下列 6 类事项，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以下方式办
理：
3、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非正常死亡的，由
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
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
下列 9 类情形：
6、非正常死亡证明。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经医
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
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

证明事项名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村
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的证明

经村民会议同意或者由村
民会议授权经村民代表会议同
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房屋所有
权转移登记的证明

申请登记因继承、受遗赠
取得的不动产所需的被继承人
的死亡证明

索要单位

市房管局

市房管局

市房管局

序号

40

41

42

保留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公安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下列
9 类情形：
3、亲属关系证明。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
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公安
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下列
9 类情形：
3、亲属关系证明。曾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
映，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
《关于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一、有关单位要求群众开具证明或者提供证明材料，要遵循于法有据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凡是公民凭法定身份证件能够证明的事项，公安派出所
不再出具证明；依法不属于公安派出所法定职责的证明事项，由主管部门负责
核实。
（三）对于需要证明的下列 6 类事项，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以下方式办
理：
3、需证明当事人正常死亡或者经医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非正常死亡的，由
医疗卫生机构签发《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二、公民在办理相关社会事务时，无法用法定身份证件证明的事项，需要
公安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的，由公安派出所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办理。主要包括
下列 9 类情形：
6、非正常死亡证明。公安部门依法处置的非正常死亡案（事）件（经医
疗卫生机构救治的除外），需要开具证明的，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相关公安部
门调查和检验鉴定结果出具。

证明事项名称

申请登记因继承、受遗赠
取得的不动产所需的与被继承
人的亲属关系证明

房屋所有权人死亡，法定
继承人查档查阅、抄录和复制
房产权属档案所需的亲属关系
证明

房屋所有权人死亡，法定
继承人查档查阅、抄录和复制
房产权属档案所需的死亡证明

索要单位

市房管局

市房管局

市房管局

序号

43

44

45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
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
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第八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员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经市、县（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取得从业
资格证：
（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3 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一条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
客运经营者，需要增加客运班线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
续。
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
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
相关材料：
第八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证明事项名称

办理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
可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
事故记录证明

办理城市公共汽电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3 年内无重
大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

办理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
可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
事故记录证明

索要单位

市交通局

市交通局

市交通局

序号

46

47

48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
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按照下列规定提出申请并
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第八条第一款 申请从事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有符合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第九条 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
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材料，经市、县（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机构
考试合格，取得从业资格证：
（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1 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记
录。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 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
企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负责
审批的商务主管部门）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第六条 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五）法定代表人没有故意犯罪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二）外国医师的学位证书。
第十条第二款 前款二、三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公证。

证明事项名称

办理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3 年内无重
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证明

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
资格证 1 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
事故记录证明

企业申请对外劳务合作经
营资格法定代表人没有故意犯
罪记录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
册所需的经公证的外国医师学
位证书

索要单位

市交通局

市交通局

市商务局

市卫健委

序号

49

50

51

52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三）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
第十条第二款 前款二、三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公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申请外国医师来
华短期行医注册，必须提交下列文件：
（四）外国医师的健康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台湾医师申请
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四）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证明事项名称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
册所需的经公证的外国行医执
照或行医权证明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
册所需的健康证明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台湾地
区公证的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
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中文文本）

索要单位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序号

53

54

55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台湾医师申请
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五）台湾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台湾医师申请
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六）近 3 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台湾医师申请
在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七）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台湾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证明事项名称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台湾地
区公证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
格证明（中文文本）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台湾地
区公证的近 3 个月内体检健康
证明（中文文本）

台湾医师申请在大陆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台湾地
区公证的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中文文本）

索要单位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序号

56

57

58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第六条第一款 港
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四）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第六条第一款 港
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五）港澳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第六条第一款 港
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六）近 3 个月内的体检健康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证明事项名称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港澳地
区公证的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
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中文文本）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港澳地
区公证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
格证明（中文文本）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港澳地
区公证的近 3 个月内体检健康
证明（中文文本）

索要单位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序号

59

60

61

保留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四十七条 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
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第六条第一款 港
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行医执业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七）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
第六条第二款 前款（四）、（五）、（六）、（七）项的内容必须经过
港澳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第六条第三款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文本。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49 号）第十条 申
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二）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 条例第十条规定提交的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第十五条第二款 并附申请设置单位或者设置人的资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申请企业法人开业
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证件：
（四）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者资金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企业法人办理注
销登记，应当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注销登记报告、主管部门或者审批机
关的批准文件、清理债务完结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 以募集方式设
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
出具的验资证明......。

证明事项名称

港澳医师申请在内地短期
行医执业注册所需的经港澳地
区公证的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中文文本）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所需的
资信证明

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所
需的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

非公司企业法人注销登记
所需的清理债务完结证明

募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设立登记所需的验资证明

索要单位

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

市市场局

市市场局

市市场局

序号

62

63

64

65

66

保留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
员为农民的，成员身份证明为农业人口户口簿；无农业人口户口簿的，成员身
份证明为居民身份证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
的身份证明。
《长春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经营、加工农村林木
生产者和农民自产的木材，必须具有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当地林业工作站证
明。上述证件应当妥善保存，以备检查。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一款 申请生产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得生产许
可证后，方可进行生产：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管理人员......无毒品犯罪记录。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六条 生产、经营第一
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分别符合《条例》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条
件。
第七条第一款 生产单位申请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应当向
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
实性负责：
（六）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技术、管理人员......无毒品犯罪
记录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原许
可证颁发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许可证：
（一）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改变。
第十三条第三款 申请本条第（一）项的变更，应当提供变更后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五）、（六）项或第八条第（四）
项要求的有关证明材料......。

证明事项名称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所需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出具的身份证明

经营、加工农村林木生产
者和农民自产木材所需的当地
林业工作站证明

生产单位申请第一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许可证
核发所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和技术、管理人
员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包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改变）

索要单位

市市场局

市林园局

市应急局

序号

67

68

69

保留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九条 申请经营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
具备下列条件，并经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取得经营许可证
后，方可进行经营：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销售、管理人员......无毒品犯罪记录。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第六条 生产、经营第一
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分别符合《条例》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条
件。
第八条第一款 经营单位申请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当向
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
实性负责：
（四）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无毒品犯罪
记录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第一款 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在非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原许
可证颁发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许可证：
（一）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改变。
第十三条第三款 申请本条第（一）项的变更，应当提供变更后的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五）、（六）项或第八条第（四）
项要求的有关证明材料......。

证明事项名称

经营单位申请第一类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核发所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
员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材料
（包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改变）

索要单位

市应急局

序号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