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序号 “跨省通办”事项 应用场景 牵头单位

1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不受企业住所地限
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

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3 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内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
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4 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不受住所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5 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6 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7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不受住所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8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9 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不受登记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10 营业执照遗失补领、换发 申请人营业执照遗失的，可异地网上申请补领、换发，不受登记地限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11 再生育审批 (三孩及以上)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再生育审批(三孩及以上)，不受户籍地限制(西藏的
完成时间可适当延后)。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12 义诊活动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义诊活动备案申请，不受义诊组织所在地限制。 区卫生健康局
13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备案，不受企业所在地

限制。
区卫生健康局

14 生育登记 (一孩/二孩)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生育登记 (一孩/二孩)，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卫生健康局

15
应届毕业生法律职业资格认定（享受放宽条件政策的

除外）
申请人可选择在居住地、户籍地或工作地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不受考
试报名地限制。

区司法局

16 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易登记
申请人异地交易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车辆转入地可为小型非营运二手车交
易开具发票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

区商务局

17 失业登记 申请人可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申请失业登记，不受地域限
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8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印（养老保险、工伤

保险、失业保险等）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本人名下各地、各年度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
单，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19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0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1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职业年

金）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含职业年金），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
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互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
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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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互转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互转，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不符合转
出条件的除外）。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4 退役军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军队经办机构协同办理退役军人养老保
险关系转移接续。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5 领取养老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 领取养老金的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6 养老保险供养亲属领取待遇资格认证
申请人属于养老保险供养亲属的，可异地自助办理领取待遇资格认证（生
存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27 电子社会保障卡申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电子社会保障卡，不受发卡地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28 失业保险金申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领失业保险金，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29 就业创业证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就业创业证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0 技工院校毕业证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技工院校毕业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1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2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信息，不受地域
限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3
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省会城市

及计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不受商
品房所在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34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35 不动产抵押登记（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不动产抵押登记，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36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
地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37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
申请人在非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贷款购房，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38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正常退休，可异地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39 医保电子凭证申领 申请人可网上申领医保电子凭证，不受地域限制。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40 排污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提交申请材料，由排污企业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

发证。
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市北分局

41 机动车驾驶证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公证，不受户籍地或驾驶证领取地限制。 市北交警大队

42 学历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学历公
证，不受户籍地或学校所在地限制。

市教育局

43 学位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公证，不受户籍地或学校所在地
限制。

市教育局
44 航空安全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航空安全员执照，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 民航青岛安全监督管理局
45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设立登记，不受企业住所地限

制。
市行政审批局

46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变更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
制。

市行政审批局
47 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注销登记，不受企业登记地限

制。
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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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不受地域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49 国产保健食品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国产保健食品备案，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50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不受所
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51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向规定的许可机关申请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不受所在地
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52 执业药师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业药师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53 执业药师延续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业药师延续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
市行政审批局

54 执业药师变更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业药师变更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

市行政审批局
55 执业药师注销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管理机构申请执业药师注销注册，不受所在地限制

。
市行政审批局

56 申请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不受提交申请
地点限制，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市邮政管理局

57
邮政企业申请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和

邮政特殊服务业务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停止办理或者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业务、邮政特殊服
务业务，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不影响法定经营地域。

市邮政管理局

58 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经营快递业务，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不影响法定经
营地域。

市邮政管理局

59 国产药品再注册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国产药品再注册，不受
所在地限制。

市市场监管局

60 不涉及技术内容的国产药品变更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申请不涉及技术内容的国产药品
变更备案，不受所在地限制。

市市场监管局

61 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
申请人可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符合条件的，不受户
籍地限制。

公安市北分局

62 开具户籍类证明
因家庭矛盾等原因无法取得居民户口簿的，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开具户籍类
证明，由户籍地公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不受户籍地限制。

公安市北分局

63 工作调动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工作调动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
公安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市北分局

64 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大中专院校录取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
出地公安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

公安市北分局

65 大中专学生毕业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大中专毕业后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
出地公安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

公安市北分局

66 夫妻投靠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投靠配偶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
公安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市北分局

67 父母投靠子女户口迁移
申请人因投靠子女需要迁移户口的，只需在迁入地申请，迁入地和迁出地
公安部门协同办理户口迁移，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公安市北分局

68 孤儿救助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孤儿救助资格认定，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民政局
69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民政局

70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
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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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享受放宽条件政策的除外)
申请人可选择在居住地、户籍地或工作地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不受考
试报名地限制。

区司法局

72 纳税状况公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纳税状况公证，不受缴税地限制。 区司法局
73 残疾人证新办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新办残疾人证，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4 残疾人证换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换领残疾人证，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5 残疾人证迁移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迁移残疾人证，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6 残疾人证挂失补办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挂失补办残疾人证，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7 残疾人证注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8 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变更残疾类别/等级，不受户籍地限制。 区残联
79 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区残联
80 职业年金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职业年金个人权益记录单，不受地域限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1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核验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或核验本人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2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
申请人可向人事档案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协同办理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接收、转递，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3 个人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个人社保参保证明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84 单位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打印单位社保参保证明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85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向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经办机构协同办理失业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 (不符合转出条件的除外)。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86 领取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
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资格认证(生
存认证)，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87 领取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待遇资格认证
申请人可异地自助办理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待遇资格认证(生存认证)，
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88 工伤事故备案
申请人异地发生工伤事故后，可异地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及时报告工伤
事故情况，不受地域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89 工伤异地居住 (就医)申请
申请人需要在异地就医的，可申请工伤异地居住(就医)备案，不再需要到
参保地办理。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90 社会保障卡申领 申请人可异地申领社会保障卡，不受发卡地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91 社会保障卡启用 申请人可异地启用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功能，不受发卡地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92 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 换发，不受发卡地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93 社会保障卡临时挂失 申请人可异地办理社会保障卡临时挂失，不受发卡地限制。 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北分中
心

94 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商品房预售、抵押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不受商
品房所在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95 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96 不动产抵押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不动产抵押登记，不受不动产登记地限制。
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北

登记中心
97 测绘作业证办理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测绘作业证，不受测绘作业地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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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新设探矿权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新设探矿权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99 探矿权保留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新设探矿权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0 探矿权延续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探矿权延续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1 探矿权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探矿权变更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2 探矿权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探矿权注销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3 新设采矿权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新设采矿权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4 采矿权变更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采矿权变更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5 采矿权抵押备案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采矿权抵押备案，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6 采矿权延续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7 采矿权注销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采矿权注销登记，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8 测绘成果目录汇交 汇交人可网上汇交测绘成果目录，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09 建立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统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建立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统审批，不受地域限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10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
户，不受地域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111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变更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
金缴存信息，不受地域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112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在非缴存地购房的，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从
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住房公积金。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113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全部还清证明，不受地域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114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
款，不受地域限制。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市北管理处

115 道路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换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道路客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换证，不受地域限制。 市交通运输局
116 医疗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发布医疗广告，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1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18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不受企业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19 保健食品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保健食品广告审查，不受申请人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20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不受申请人所在
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21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国产计量器具)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国产计量器具)，不受企业所在地限
制。

市行政审批局
122 医疗器械广告审查 申请人可异地网上申请医疗器械广告审查，不受申请人所在地限制。 市行政审批局

123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变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不受参保地限制。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124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不受参保地限制。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125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人可在转入地申请，转入地与转出地经办机构协同办理基本医疗保险
关系转移接续，申请人不再需要到转出地办理相关手续。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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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异地就医结算备案 申请人可跨省申请异地就医结算备案，不受参保地限制。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127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申请人在异地门诊就医时可凭社会保障卡、身份证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
算医疗费用。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128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信息变更，不受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所在地限制。

青岛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市
北分中心

129 非 «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核发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非 «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核发，不受
地域限制。

省自然资源厅 (省林业 局)

130 经营邮政通信业务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经营邮政通信业务审批，不受提交地点限制，不影
响法定经营地域。

市邮政管理局

131 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审批
申请人因工作需要，可异地申请办理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审批，不受提
交申请地点限制。

市邮政管理局

132 申请停止使用邮资凭证审批 申请人可异地申请办理停止使用邮资凭证审批，不受提交申请地点限制。 市邮政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