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事项清单中                   
高频事项清单（从高往低）

序号 高频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办事窗口
2021年度
办件量

备注

1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公共服务

事项
医保登记科 16844

2 缴费人员增减申报（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
社保登记科、医保登记

科
16740

3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登记科、医保登记

科
14000

4 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登记科、医保登记

科
11000

5 社会保障卡补领、换领、换发
公共服务

事项
卡务管理科 8600

6 发票票种核定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5934

7 发票领用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5934

8 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5340

9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5219

10 社会保障卡应用状态查询 公共服务 卡务管理科 4655

11 房产所有权买卖 行政确认 不动产 3640

12 职业年金个人权益记录单查询打印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登记科 3600

13 房产证明查询 行政确认 不动产 3305

14 发票验（交）旧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3069

15 失业保险申领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待遇科 2947

16 职工参保登记（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
社保登记科、医保登记

科
2296

17 退税 申报纳税 综合柜台 1990

18 房产所有权抵押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1722

19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 发票办理 综合柜台 1567

20 电子临时居住登记凭证申领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1526

21 商品房预告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1388

22 疆外异地居民身份证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1228

23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221

24 存款账账号报告 信息报告 综合柜台/自助办理区 1207

25
个体工商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123

26 商品房抵押权注销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1117

27 社会保险登记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登记科、医保登记

科
991

28 婚姻状况变更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893

29 服务处所变更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865

30
个体工商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765

31 文化程度变更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761



32 电子居住证申领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743

33 本地居民身份证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728

34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有限

责任公司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663

35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有限

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628

36 房产所有权变更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416

37 房产所有权首次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387

38
个体工商注册、变更、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345

39 兵役状况变更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295

40
《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

可证》
行政审批 A区13自然资源窗口 273

（其中
含临时
廊道审
批40件41 疆内异地居民身份证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264

42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有限

责任公司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216

43 购房县（市）外迁入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195

44 出生申报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157

45 驾驶证期满换证（仅限本地）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156

46 新生儿参保登记
公共服务

事项
医保登记科 156

47 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登记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经发窗口 129

48 查封登记 行政确认 不动产 117

49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105

50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备案 
其他服务

事项
安监局窗口 90

51 州内迁移（投靠迁移）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89

52 驾驶证遗失补领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82

53 驾驶证损坏换领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81

54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分公

司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79

55 州内迁移（合法住所迁移）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76

56 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审批 行政许可 A区16园林环卫市政局 72

57 新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67

58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行政审批 A区13自然资源窗口 66

59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57

60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行政许可 A区16园林环卫市政局 56

61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分公

司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48

62 子女投靠父母县（市）外迁入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40

6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行政许可 安监、环保综合窗口 37

64 规划验线
其他行政

权力
A区13自然资源窗口 36

65 规划验线
其他行政

权力
A区13自然资源窗口 36

66 夫妻投靠县（市）外迁入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32



67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行政征收 建设窗口 32

68 父母投靠子女县（市）外迁入 行政许可 公安窗口 31

69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31

70
结合民用建筑修建人防工程审核许

可证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31

71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分公

司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29

72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
行政许可 社发窗口 25

73 死亡注销口 行政确认 公安窗口 20

74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非公

司企业法人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7

75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合伙

企业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5

7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13

77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12

78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行政许可 安监局窗口 11

79
权限内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技

术改造投资项目承诺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经发窗口 10

80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
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9

81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社发窗口 8

82 股权出质的设立 行政确认 商事登记窗口 6

83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合伙

企业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5

8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
行政审批 A区13自然资源窗口 4

85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变更、注销
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4

86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行政许可 安监局窗口 3

87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注销 行政许可 安监局窗口 3

88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申请
公共服务

事项
社保登记科 3

89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

质审批
行政许可 A区16园林环卫市政局 3

90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行政许可 安监局窗口 2

9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  行政许可 安监局窗口 2

92 城镇燃气经营许可证 行政许可 建设窗口 2

93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个人

独资企业设立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2

94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行政许可 A区16园林环卫市政局 2

95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非公

司企业法人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

96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个人

独资企业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

97
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个人

独资企业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商事登记窗口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