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宁夏回族自治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1 经济困难证明
教育、司法、残联、红十字会

等部门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申请法律援助、

困难残疾人救助、人道主义救助等

2 计划生育证明
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

生健康等部门
迁户、就业、办理生育证等

3 加油站买油证明 公安机关 证明买油用于给汽车加油之外的其他合理用途

4 户口迁入、迁出证明 公安机关 户籍信息核查、户口迁移等

5 业主委员会刻章证明 公安机关 业主委员会刻章

6 原户籍地址已不存在证明 公安机关 居民原居住地因土地征用不存在

7 证件及重要档案资料遗失证明 公安机关
证明居民证件、户口本、养老认定证明等证件

遗失，申请补办

8 婚姻情况证明
民政、司法、住房城乡建设等

部门

证明未婚、离婚后未再婚、结婚证遗失查无档

案，补办结婚证、办理公证等

9 监护证明
民政、司法、住房城乡建设等

部门
办理房屋登记，继承、公证等事项

10 孤儿和监护人证明 民政部门 申领孤儿基本生活费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11 捡拾弃婴(儿童)情况证明 民政部门 收养登记

12 养老、医保证明 民政部门 申请农村特困供养

13
有房屋使用权而无产权的居住情况

证明
民政部门 证明低保、低收入

14 社区戒毒证明 司法部门 家属能履行复吸者家庭监督职责

15 矫正人员在社区服务证明 司法部门 矫正人员按时参加社区服务

16 社区服刑人员解除矫正证明 司法部门 社区服刑人员解除矫正

17 未就业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住

房城乡建设等部门

证明居民无工作、未就业，用于领取相关补助、

申请保障房等

18 亲属关系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司法等部门 申领死亡丧葬费、抚恤金，办理公证等

19 婚育情况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

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

退休社保审核、申请保障住房、计划生育家庭

城镇奖励扶助、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病残儿医学鉴定等

20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认定就业困难人员

21 就业培训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已参加就业培训

22 离退休困难补助申请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申请离退休困难补助

23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情况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24 生活困难的企业军转干部情况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生活困难的企业军转干部申请临时救助

25 退休人员孤寡(无子女)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退休人员孤寡(无子女)

26 退休异地审核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异地退休人员在本社区居住且健在，以领取养

老金等

27 就业、务工情况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就业、从业情况

28 暂停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情况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暂停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申请享受失业保险

29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人员领取资格协

查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验证

30 失地农民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申请失地农民补助

31 求职登记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无工作人员求职、申领失业金等

32 就业创业登记申请人信息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记载就业和失业状况，申请就业援助，办理就

业创业证

33 补缴医保费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已补缴医保费

34 劳动争议基层调解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劳资双方纠纷已经过基层调解

35 灵活就业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当事人灵活就业

36 退休人员验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证明退休人员健在

37 异地生病住院报销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异地生病报销医疗保险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38 异地探亲住院报销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异地探亲住院报销医疗保险

39 意外受伤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在家意外摔伤、烫伤等报销医疗保险

40 提取档案介绍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提取档案

41 补领失业金证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补领失业金

42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村民委员会的书

面意见
自然资源部门 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43

村（居）民宅基地申请审批表、村（居）

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大会讨论决

议及公示图片

自然资源部门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核

44

不动产登记相关证明（地址变更证

明、监护人关系证明、房屋来源证明

等）

自然资源部门 不动产登记

45 房屋权属来源证明 自然资源部门 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

46 房屋产权证遗失补证无异议证明 自然资源部门
国有和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产权证遗失补证登

记

47 夜间施工证明 生态环境部门 同意夜间施工

48 个人住房状况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申请限价房、公租房、廉租房等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49
物业公司使用小区维修基金情况证

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物业公司申请使用小区维修基金

50 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

51 产权证与实际地址一致的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申请房产证变更、办理公证等

52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证明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证明申请主体合法性

53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明 农业农村部门
核发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动物屠宰加工场

所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4 流动人口婚育情况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

55
补办、换发《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

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补办、换发《出生医学证明》

56 家庭分娩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家庭分娩办理《出生医学证明》

57 接受计划生育手术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治疗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58 同意开办村卫生站等证明材料 卫生健康部门
医疗机构设置许可、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医疗

机构设置许可证变更等

59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情

况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申请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60 再生育情况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再生育申请

61 精神病患者情况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证明精神病患者情况



序号 证明名称 要求开具单位 用途

62 终止妊娠证明 卫生健康部门 胎儿畸形建议终止妊娠

63 自建房证明 市场监管部门 证明房屋属于自建房

64 自产初级农产品证明 税务部门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65
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创业）直接补

助申请审批表
残联 申请残疾人居家灵活就业（创业）直接补助

66 残疾人购买燃油代步车发票遗失证明 残联
证明下肢残疾人个人拥有和使用燃油代步车，

购车发票不慎遗失

67 残疾人辅助器具证明 残联 申请残疾人辅助器具、轮椅

68 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证明 残联 申请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补助

69 残疾人重度护理补贴等专项补助证明 残联 申请残疾人重度护理补贴等专项补助

70
贫困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情况

证明
残联 申请贫困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

71 贫困精神残疾人免费服药情况证明 残联 申请贫困精神残疾人免费服药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