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其他类事项清单（29 项） 

序

号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行使层级 权力状态 备注 

1 
福利机构成立、变

更、注销的审批 

【规章】《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9 号）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对所报文件进行审查，并根据社会福

利机构设置的基本标准进行实地验收。合格的，发给《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不合格的，将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办人。 

  第二十三条 社会福利机构变更章程、名称、服务项目和住所时，应当报民政部门审

批。更换主要负责人，应当报民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社会福利机构分立、合并或者解散，应当提前 3 个月向民政部门提出申

请，报送有关部门确认的清算报告及相关材料，并由民政部门报请当地政府对其资产进

行评估和处置后，办理有关手续。 

属地行使 非常用   

2 

基金会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成立、变

更、注销登记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十二条 基金会拟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提出登记申

请，并提交拟设机构的名称、住所和负责人等情况的文件。  

  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

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修改章程，应当征得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十七条 基金会撤销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的注销登记。 

属地行使 常用   



3 社会团体年检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第三十一条 社会团体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

告，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工

作报告的内容包括：本社会团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

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发给《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的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机关对其应当简化年度检查的内容。 

属地行使 常用   

4 社会团体章程核准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第二十条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报

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属地行使 常用 

  

5 
社会团体名称预核

准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第十条 成立社会团体，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苏民规[2014]1

号） 

  第八条 四类社会组织申请直接登记，应当按照下列流程办理： 

  （二）名称核准。登记管理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在 15 个工作日之内对拟成立的社会

组织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直接登记的决定。同意的，发给《社会组织名称核准通知

书》，并一次性告知其成立登记所需材料；不同意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属地行使 常用 

  



6 
社团到期换届更换

登记证书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第三十条 社会团体必须执行国家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

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还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社会团体在换届或者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组织对

其进行财务审计。 

  【规范性文件】《关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7]263 号）  

  二、加强社会团体民主程序的监督。社会团体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的召开，领导成员的任期都应遵照章程规定。社会团体会员大会（会员

代表大会）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进行换届的，应事先以书面形式报业务主管单位和

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社会团体应当在批准期限内完成换届。 

属地行使 常用 

  

7 

社会团体提前/延

期换届更换登记证

书 

【政策性文件】民政部《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无文号）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每    年召开 1 次。【适用于采用会员大会制度的社会团体，最长

不超过 5 年。】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每    年召开 1 次。因特殊情况需提

前或者延期换届的，须由理事会表决通过，报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

1 年。 

属地行使 非常用 

  

8 
社会团体印章、银

行账号备案 

【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凭《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

社会团体应当将印章式样和银行账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属地行使 非常用 

  

9 

遗失社会团体登记

证书、印章磨损或

丢失补领 

【规章】《社会团体印章管理规定》（1993 年民政部、公安部令第 1 号） 

  四、印章的管理和缴销 （七）社会团体印章丢失，经声明作废后，可按本规定程序申

请重新刻制。 

  社会团体证书遗失补办参照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遗失补办规定。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0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检 

【规章】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2005 年民政部令第 27 号） 

  第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是指登记管理机关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依法按年度

进行检查和监督管理的制度。 

  第三条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接受登

记管理机关的年检。 

属地行使 常用 

  

11 
民办非企业单位章

程核准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第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 30 日内，

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规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8 号） 

  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或合伙协议的，应当报原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报请

核准时，应提交下列文件： 

  （一）   法定代表人或者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核准申请书； 

  （二）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 

  （三）   章程或合伙协议的修改说明及修改后的章程或合伙协议； 

  （四）   有关的文件材料。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2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

称预核准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第八条 申请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二）   有规范的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 

  （三）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 

  （四）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 

  （五）   有必要的场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的规定，不得冠以“中国”、“全

国”、“中华”等字样。 

  【规范性文件】《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管理暂行规定》（民发[1999]129 号） 

      第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负责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的核准登记，监督

属地行使 非常用 

  



管理其名称的使用，保护其名称权。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受

法律保护。 

13 

民办非企业单位到

期换届更换登记证

书 

【规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8 号） 

  第二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正本应当悬挂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住所的醒目位置。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的有效期为 4 年。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4 
民办非企业单位印

章、银行账号备案 

【行政法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251 号） 

  第十四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凭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民办非企业单位

应当将印章式样、银行账号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规章】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8 号） 

  第二十七条 经核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应按照民政部、中国人民银

行联合发布的《关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开立银行账户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经核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刻制印章，应按照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发布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办理。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5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书、印章

磨损或遗失补领 

【规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8 号） 

  第二十五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遗失的，应当及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声明作

废，并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办理补发证书手续。 

  【规章】《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管理规定》（1993 年民政部、公安部令第 20 号） 

  四、印章的管理和缴销 

  （三）民办非企业单位因变更登记、印章损坏等原因需要更换印章时，应到登记管理

机关交回原印章，按本规定程序申请重新刻制。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丢失，经声明作废后，可以按本规定程序申请重新刻制。

重新刻制的印章应与原印章有所区别。如五角星两侧加横线。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6 

基金会分支机构、

代表机构印章、银

行账号备案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十四条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依照本条例登记后，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凭登记证书依法申请组织机构代码、刻制印章、开立

银行账户。  

  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将组织机构代码、印章式样、银行账号以及税务登

记证件复印件报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属地行使 非常用 

  

17  基金会年检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三十四条 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对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实施年度检查； 

属地行使 常用 

  

18 基金会章程核准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十五条 基金会、基金会分支机构、基金会代表机构和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登记事

项需要变更的，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基金会修改章程，应当征得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并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属地行使 常用 

  

19 基金会名称预核准 

【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 

  第八条 设立基金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有规范的名称、章程、组织机构以及与其开展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苏民规〔2014〕1

号） 

   第八条 四类社会组织申请直接登记，应当按照下列流程办理： 

  （二）名称核准。登记管理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后，在 15 个工作日之内对拟成立的社会

组织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直接登记的决定。同意的，发给《社会组织名称核准通知

书》，并一次性告知其成立登记所需材料；不同意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属地行使 常用 

  



20 
对福利机构实施年

度检查 

【规章】《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9 号） 

  第十七条 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本年度的工作报告和下一年度

的工作计划。 

  【规范性文件】《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苏民福〔2000〕20 号） 

  第二十二条 社会福利机构申请办理年检手续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 社会福

利机构年检申请书；（二） 《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副本；（三） 上年度社会

福利机构年检审核或者评审合格证书；（四） 本年度机构服务工作数量、质量、效率和

安全保障等各项统计信息资料。 

属地行使 常用 

  

21 对福利企业年检 
【规范性文件】《江苏省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苏民福〔2007〕30 号） 

  第十三条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主管税务机关对福利企业进行年检。 
属地行使 常用 

  

22 
尸体运往外地的审

批 

【规章】《尸体出入境和尸体处理的管理规定》（2006 年卫生部第 47 号令） 

  第三条 需要入境或者出境对遗体进行殡葬的，应当按照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

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

（民事发〔1993〕2 号）和民政部、海关总署、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遗体运输

入出境事宜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发〔1998〕11 号）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向民政

部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办理有关殡葬和出入境手续。 

  【规范性文件】《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民事发〔1993〕2 号） 

  三、凡属异地死亡者，其尸体原则上就地、就近尽快处理。如有特殊情况确需运往其

他地方的，死者家属要向县以上殡葬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并出具证明后，由殡仪

馆专用车辆运送。 

属地行使 常用 

  

23 

知名人士、侨胞、

港澳台胞扩大墓穴

用地的审批 

【规章】《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1989 年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 6 号） 

  第十五条:墓穴建造应节约用地。埋葬骨灰盒，单穴占地应在零点七平方米以下，双穴

占地不得超过一点二平方米。回民遗体墓穴，单穴占地二点五平方米以下，双穴占地不

得超过五平方米。 

  知名人士、侨胞、港澳台胞确需扩大墓穴用地的，经县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可在上述

规定的面积上增加三至五平方米。 

属地行使 非常用 

  



24 遗失伤残证件补证 

【行政法规】《伤残抚恤管理暂行办法》（2007 年民政部令第 34 号）第十四条 伤残

证件有效期满或者损毁、遗失的，当事人应当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换发证件、

补发证件。伤残证件遗失的须本人登报声明作废。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填写《伤残人员换证补证报批

表》，连同照片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将新办理的伤

残证件逐级通过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发给申请人。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

完成本级民政部门需要办理的事项。 

属地行使 常用 
增加   

区权 

25 

办理结婚登记、离

婚登记、补办结婚

登记、复婚登记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第八条 【结婚登记】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

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

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三十一条 【自愿离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

给离婚证。 

第三十五条 【复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

行复婚登记。 

【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 387 号） 

第四条 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

办理结婚登记。 

第八条  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的，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 

第十条  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第十四条  离婚的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复婚登记。

复婚登记适用本条例结婚登记的规定。 

属地行使 常用 
增加   

区权 



第十七条  结婚证、离婚证遗失或者损毁的，当事人可以持户口簿、身份证向原办理婚

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机关

对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进行查证，确认属实的，应当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 

26 撤销婚姻登记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０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 

第十一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

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属地行使 非常用 
增加   

区权 

27 
收养登记、解除收

养关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1 主席令第 10 号，1998 年修订） 

第十五条 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1999 年民政部令第 14 号） 

第四条  收养关系当事人应当亲自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成立收养关系的登记手续。夫妻

共同收养子女，应当共同到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一方因故不能亲自前往的，应

当书面委托另一方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书应当经过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证明或者

经过公证。 

第九条  收养关系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持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收养

登记证和解除收养关系的书面协议，共同到被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收养登记机关办

理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属地行使 常用 
增加   

区权 

28 撤销收养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1 主席令第 10 号，1998 年修订） 

第十二条  收养关系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收养登记的，收养关系无效，由收养登记机关

撤销登记，收缴收养登记证。 

属地行使 非常用 
增加   

区权 



29 
审批、发放最低生

活保障金 

【行政法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1999 年国务院令第 271 号） 

第二条 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 

【行政法规】《江苏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2002 年省人民政府令第 186 号） 

  第四条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 县级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

和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第二十四条 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对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分别不同对象进行

定期走访、核查，并根据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和人员的变化，及时停发、减发或者增发最

低生活保障金。 

【规范性文件】《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细则的通知》

（宁政规字〔2012〕25 号） 

第二条 市民政部门负责本市低保工作。区县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下

称街镇)负责本辖区内低保的管理审批。街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负责低保的受理、审核等

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下称社区(村))受街镇委托，负责低保日常服务

工作。 

属地行使 常用 
增加   

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