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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1 思想品德鉴定 
教师资格认定 教育主管部门 市、县级 全市  

2 无犯罪记录证明 

3 初中以上学历证明 保安员证核发 

公安机关 

市级 全市  

4 
拟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

主要管理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保安服务公司设立许可 省级 全市 

受省级公安机

关委托由设区

的市公安机关

行使 

5 
拟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

主要管理人员保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6 
拟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

主要管理人员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 

7 专业技术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8 
专职保安专业技术人员保安职业技能资

格证书 

9 
会计等专业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

法律、行政法规有资格要求的资格证明 

10 拟任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 
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审

核 
省级 全市 

受省级公安机

关委托由设区

的市公安机关

行使 

11 拟任法定代表人保安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12 拟任法定代表人无故意犯罪记录证明 

13 场所使用权证明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许可 

民政部门 市、县级 全市  14 住所证明 基金会成立、变更许可 

15 场所使用权证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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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16 收入证明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县、乡级 全市  

17 农村“五保”对象证明 

申请法律援助 
司法行政部门 

 

市、县级 全市 

限以下几类人员或

情形经济困难证

明：1、高龄、孤寡、

失能、失独老人；2、

困境儿童、重度残

疾人；3、遭受家暴、

虐待或遗弃的受害

人；4、追索损害赔

偿的安全生产事

故、环境污染事故、

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的被害人；5、实施

志愿服务而遭受损

害请求赔偿补偿人

员；6、赡养及抚养

纠纷的被赡养人和

被抚养人； 7、从

事快递、外卖配送

等行业的新业态从

业人员追索劳动报

酬的。2022年 1月

1 日起，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援

助法》执行。 

18 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人员证明 

19 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证明 

20 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证明 

21 
领取设区市、县级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证

职工证明 

22 依靠抚恤金生活的人员证明 

23 义务兵证明 

24 供给制学员证明 

25 军属证明 

26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证明 

27 军队文职人员证明 

28 军队非现役公勤人员证明 

29 军队在编职工证明 

30 军队管理的离退休人员证明 

31 见义勇为人员证明 

32 经济困难证明 

33 三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证明 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 
市、县级 全市 

 

34 五年以上执业经历并能够专职执业证明 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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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35 公证员三年以上执业经历证明 公证机构负责人核准  

36 开办资金证明 
公证机构设立许可  

37 办公场所证明 

38 章程和管理制度证明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主管部门 

市、县级 全市  39 经营场所证明 

40 专职工作人员证明 

41 因工死亡职工配偶未再婚证明 

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市、县级 全市  
42 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健在证明 

43 
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

源的证明 

44 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45 学历证明 江苏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市、县级 

全市 

 

46 死亡证明 
企业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因病或非因

工死亡及供养直系亲属待遇核定 
市、县、乡级 

 47 供养直系亲属与死者关系证明 

48 供养直系亲属无固定收入证明 

49 户口注销证明 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账户余

额）一次性支付核定 
 

50 出国（境）定居证明 

51 营业执照复印件 
临时占用道路以及其他公共场地摆

摊经营许可 
城市管理部门 市、县级 全市  

52 业务操作规程证明 
道路客运站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市、县级 全市  

53 安全管理制度文本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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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54 
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身份证

明及其复印件 

55 
拟招聘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的专业证

书证明及其复印件 

56 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 

57 负责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58 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59 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 

60 客运站站级验收证明 

61 从业资格证 

从业资格证换证 市、县级 全市  62 机动车驾驶证 

63 身份证 

64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限本省车辆） 公路超限运输许可 市、县级 全市  

65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报告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市、县级 全市  

66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报告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市、县级 全市  

 67 营业执照 

68 质量保障措施证明 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经营许可 市级 全市  

69 经营人员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农药经营许可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市、县级 

全市 

 

70 
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和业务人

员的学历、证书证明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非生物制品

类） 
市、县级  

71 
企业主要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的个人学

历证明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生物制品类） 县级  

72 执业兽医和服务人员健康证明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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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73 从业人员培训证明 
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核发 县级  

74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75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发动机、机身（底

盘）、挂车销售发票等来历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市、县级  

76 营业执照 旅行社设立许可 文化主管部门 市级 全市  

77 乡村医生拟聘用证明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县级 全市  
78 乡村医生学历证明 

79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或批文 
放射诊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放射

防护预评价审核 
市、县级 全市  

80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许可证

（新领、变更、校验、注销） 
县级 全市  

81 死亡证明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医疗保障主管部门 

市、县级 全市  

82 结婚证 

产前检查费支付 市、县级 全市  
83 失业登记证 

84 生育服务证 

85 出生医学证明 

86 异地安置或长期居住证明 
异地就医备案（异地安置人员、异地

长期居住人员） 
市、县、乡级 全市  

87 工作场所证明材料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

位资质认定 
气象主管部门 市级 全市 

 

88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证明  

89 无犯罪记录证明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

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

的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教育主管部门 县级 常熟市  
90 信用状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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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事项名称 主管部门 实施层级 实施区域 备注 

91 场所使用权证明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许可 

民政部门 

县级 常熟市  

92 住所证明 基金会成立、变更许可 县级 常熟市  

93 场所使用权证明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许可 县级 常熟市  

94 本地不动产权属信息查询结果 继承、委托、遗嘱、财产约定事项公

证 
司法行政部门 县级 常熟市 由公证处实施 

95 本地婚姻登记档案 

96 身份证明 
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成绩显著的奖

励 

农业农村部门 

县级 常熟市  

97 身份证明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举报行为的奖励 县级 常熟市  

98 营业执照复印件 指导农业机械化试验示范基地建设 县级 常熟市  

99 身份证明 渔业污染事故调查处理与调解 县级 常熟市  

100 社保证明 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定期抚恤的认定 

退役军人工作主

管部门 
县级 常熟市  

101 亲属关系证明 

102 亲属关系证明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手

工（零星）报销 
医疗保障主管部门 县级 常熟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