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尾市第一批“免证办”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序号 部门机构 事项名称 免提交证照材料
1 汕尾市人防办 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 营业执照
2 汕尾市水务局 开发利用河口滩涂 居民身份证
3 汕尾市委宣传部 承印加工境外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备案核准 营业执照
4 汕尾市委宣传部 承印加工境外一般性出版物审批 营业执照
5 汕尾市委宣传部 出版物发行单位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备案 营业执照

6 汕尾市委宣传部
出版物批发、零售单位设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或者出版单位设立发行本版出版物的不具备

法人资格的发行分支机构的备案
营业执照

7 汕尾市委宣传部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及其变更事项审批 营业执照
8 汕尾市委宣传部 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及其变更事项审批 营业执照
9 汕尾市委宣传部 从事专项排版、制版、装订印刷经营活动及其变更事项审批 营业执照
10 汕尾市委宣传部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登记 营业执照
11 汕尾市委宣传部 加工贸易项下光盘进出口审核 营业执照
12 汕尾市委宣传部 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核发 营业执照
13 汕尾市委宣传部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或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营业执照
14 汕尾市委宣传部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磁带磁盘复制企业的设立） 营业执照
15 汕尾市委宣传部 音像制作单位的变更审批 营业执照
16 汕尾市委宣传部 音像制作单位的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
17 汕尾市委宣传部 中外合资、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设立 、变更审批（出版物印刷企业除外） 营业执照
18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病残儿医学鉴定 广东省居民户口簿
19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 居民身份证
20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港澳台医师来内地短期行医核准 居民身份证
21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港澳医师内地医师资格认定（口腔) 居民身份证
22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港澳医师内地医师资格认定（临床） 居民身份证
23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首次注册） 居民身份证
24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延续注册） 居民身份证
25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护士执业证书核发（重新注册） 居民身份证
26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婚前医学检查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核发 （注销） 居民身份证
27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结婚证

28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广东省居民户口簿,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婚证
29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台湾医师内地医师资格认定（口腔) 居民身份证
30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台湾医师内地医师资格认定（临床） 居民身份证
31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 居民身份证
3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新证）审批 营业执照
3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旅游经营者试点经营广东省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审核 营业执照
3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变

更）
营业执照

3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变更、延续、补证、注销（补
证）

营业执照
3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延

续）
营业执照

3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变更、延续、补证、注销（注
销）

营业执照
3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审批 营业执照
3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新证）审批 营业执照
40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载明事项变更）审批 营业执照
4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经营国内和入境旅游业务旅行社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



4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举办涉港澳和在歌舞娱乐场所进行的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 营业执照
4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延续、备案、注销（备案） 营业执照
4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延续、备案、注销（变更） 营业执照
4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延续、备案、注销（延续） 营业执照
4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变更、延续、备案、注销（注销） 营业执照
4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审批 营业执照
4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演出经纪机构审批 营业执照
4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独资设立娱乐场所变更 、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变更） 营业执照
50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独资设立娱乐场所变更 、延续、补证、注销审批（补证） 营业执照
5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独资设立娱乐场所变更 、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延续） 营业执照
5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独资设立娱乐场所变更 、延续、补证、注销审批（注销） 营业执照
5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独资设立娱乐场所审批 营业执照
5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合资演出团体审批 营业执照
5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广东省登记为个体演出经纪人备案 居民身份证
5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旅游经营者试点经营广东省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审核 营业执照
5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艺术品出口审批 营业执照
5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艺术品进口审批 营业执照
59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级资质核准 营业执照
60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居民身份证，营业证照
61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延期） 营业执照
62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营业执照
63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营业执照
64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 营业执照
65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新办） 营业执照
66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居民身份证，营业证照
67 汕尾市水务局 新增取水许可 营业执照
68 汕尾市水务局 延续取水许可 营业执照
69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变更） 营业执照
70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新证） 营业执照
71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延续） 营业执照
72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消毒产品备案 营业执照
73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变更） 营业执照
74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新证） 营业执照
75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延续） 营业执照
76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执业登记） 营业执照
77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变更） 营业执照
78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新证） 营业执照
79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延续） 营业执照
80 汕尾市卫生健康局 中医医疗机构注销登记 营业执照
8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补办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营业执照
8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个体演员、个体经纪人备案变更 营业执照
8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审批 营业执照
8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国内文艺表演团体变更 营业执照
8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国内文艺表演团体补证 营业执照
8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国内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8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国内文艺表演团体延续 营业执照
8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国内文艺表演团体注销 营业执照



8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变更审批 营业执照
90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营业执照
9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举办国内营业性演出审批 营业执照
9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旅行社变更出资人备案 营业执照
9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旅行社变更法定代表人备案 营业执照
9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旅行社变更经营场所备案 营业执照
9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旅行社变更名称备案 营业执照
9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内资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变更） 营业执照
9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内资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补证） 营业执照
9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内资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延续） 营业执照
9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内资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注销） 营业执照
100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涉港澳和在歌舞娱乐场所进行的涉外营业性演出变更审批 营业执照

10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涉外、涉台或涉港澳营业性演出到所辖区域的演出备案及营业性演出增加演出地 （或增加场次）的备

案（举办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到演出地的备案 ）
营业执照

10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涉外、涉台或涉港澳营业性演出到所辖区域的演出备案及营业性演出增加演出地 （或增加场次）的备

案（举办涉外及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增加演出地 （演出场次）的备案）
营业执照

10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 营业执照
10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立内资娱乐场所审批 营业执照
10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卫星电视节目审批 营业执照
10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 营业执照
10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延续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营业执照
10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变更、延续、补证、注销（演出场所经营单位） 营业执照
10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变更、延续、补证、注销（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 营业执照
110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变更、延续、补证、注销（演出场所经营单位补证） 营业执照
111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变更、延续、补证、注销（演出场所经营单位注销） 营业执照
112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营业执照
113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变更（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 营业执照
114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补证 营业执照
115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因撤减分社提取旅游服务保证金 营业执照
116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变更） 营业执照
117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补证） 营业执照
118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延续） 营业执照
119 汕尾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变更、延续、补证、注销审批（注销） 营业执照
120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建筑垃圾准运审批 营业执照
121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城市生活垃圾准运审批 营业执照
122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 营业执照
123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许可变更审批 营业执照
124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备案 营业执照
125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核准 营业执照
126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备案 营业执照
127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合同备案 营业执照
128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营业执照
129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古典名园恢复、保护规划和工程设计审批 营业执照
130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变更（除企业名称以外） 营业执照
131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许可 营业执照
132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变更） 营业执照
133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首次申请） 营业执照



134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核准（遗失补办） 营业执照
135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非名称变更 营业执照
136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商品房现售备案 营业执照
137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特殊车辆在城市道路上行驶（包括经过城市桥梁）审批 营业执照
138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营业执照
139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占用城市绿地审批 营业执照

注：
1、免证办：行政相对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依托电子证照服务，实现免带免交证照纸质材料。
2、目前汕尾市可用广东省居民户口簿电子证照数量为 364万，最早发证日期是1900年01月01日。
3、目前汕尾市可用结婚证电子证照数量为 89万，最早发证日期是2005年11月04日。
4、目前汕尾市可用居民身份证电子证照数量为 297万，最早发证日期是1986年12月31日。
5、目前汕尾市可用营业执照电子证照数量为 16万，最早发证日期是1986年07月19日。
6、目前汕尾市可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电子证照数量为 1，最早发证日期是2016年08月24日(全省数量为2万，最早发证日期是2013年06月25日)。
7、具体办事请以广东政务服务网汕尾分厅政务服务事项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