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洛宁县公安局 对新出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国内出生） 行政确认 4929
3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职工欠费补缴 公共服务 4752
33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行政征收 4190
34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4178
35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单位社会保险费申报 行政征收 4167
36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抵押预告登记 行政确认 4122
37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设立 行政确认 4122
38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设立 行政确认 4122
3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转诊转院申请确认 公共服务 3898
40 洛宁县公安局 申领临时身份证 行政确认 3857
41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车辆购置税申报 行政征收 3688
42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申报 行政征收 3444
43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注册登记 行政许可 3417
44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 行政确认 3167
45 洛宁县民政局 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 行政确认 3015
46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开 其他职权 2924
4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密码修改与重置 公共服务 2854
4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职工社会保险费补收 公共服务 2849

49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存量房买卖）
行政确认 2783

50 洛宁县供电公司 用电更名 公共服务 2662
5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申领 公共服务 2578
5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关键信息变更（企业）（身份证号码、姓名变更） 公共服务 2573
53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禁区通行证核发 行政许可 2550
54 洛宁县供电公司 低压居民新装 公共服务 2458
55 洛宁县公安局 申领机动车免检合格标志 行政许可 2215
56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单位参保证明查询打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2196
5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2196
58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普通发票核定 其他职权 2183
59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普通发票核定 其他职权 2183
6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非卡面信息变更 公共服务 2130
61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契税申报 行政征收 1872
62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预缴申报 行政征收 1854



63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基本信息变更（企业）（民族、性别、户口所在地、户口所

在地所属行政区代码、户口簿编号、户口性质变更） 公共服务 1836
64 洛宁县公安局 死亡、宣告死亡人员办理户口注销 行政确认 1817
65 洛宁县供电公司 低压非居民新装 公共服务 1729
66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行政征收 1583
67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普通发票核定调整 其他职权 1565
68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普通发票核定调整 其他职权 1565
69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抵押权首次登记 行政确认 1487
70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土地增值税预征申报 行政征收 1459
7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职工参保登记（企业基本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1456
72 洛宁县公安局 迁往市（县）外（有准迁证） 行政许可 1375
73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定 其他职权 1357
74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定调整 其他职权 1356
75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财务报表报送与信息采集（小企业会计准则） 其他职权 1327
76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工会经费代征申报 行政征收 1269
7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人员中断社会保险关系 公共服务 1175
78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公共服务 1153
79 洛宁县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证注销 行政确认 1100
80 洛宁县公安局 申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行政许可 1012
81 洛宁县民政局 内地居民办理离婚登记 行政确认 1004

8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关键信息变更（企业）（参加工作时间变更、视同缴费时间

变更） 公共服务 986
83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临时通行牌证核发 行政许可 933
84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个人关键信息变更（企业）（记账户时间变更） 公共服务 915
85 洛宁县民政局 内地居民补领结婚登记 行政确认 913
86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资源税申报 行政征收 897
87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其他职权 892
8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在职人员缴费工资变更 公共服务 885
89 洛宁县公安局 看守所被监管人员律师会见预约 公共服务 873
90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跨区域涉税事项信息反馈 其他职权 857
91 洛宁县公安局 驾驶证转入换证 行政许可 789
92 洛宁县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证新办证 行政确认 740
93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注销税务登记 行政确认 735



94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安置房）
行政确认 730

95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车船税申报 行政征收 621
96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辖区内转移登记 行政许可 621
97 洛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小经营店登记 行政许可 602
98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 公共服务 600
99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抵押登记 行政许可 588
100 洛宁县公安局 核发居住证 行政确认 580
10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缴费工资基数变更 公共服务 576
102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误收多缴退抵税 行政确认 574
103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行政许可 549
104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所有人在管辖区内变更联系方式备案 行政许可 546
105 洛宁县公安局 父母投靠子女 行政许可 532
106 洛宁县林业局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527

107 洛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初次申请) 行政许可 523

10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困难企业职工欠费补缴 公共服务 513
109 洛宁县公安局 补领机动车行驶证 行政许可 502
110 洛宁县公安局 换领机动车行驶证 行政许可 502
111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使用性质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501
11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稳岗返还（稳岗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489
113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未按时参保企业人员参保登记 公共服务 478
114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挂失 公共服务 459
115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445
116 洛宁县林业局 省内《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行政许可 442
11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426
11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省内机关事业单位已参保人员恢复缴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 公共服务 420

11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关系中断 公共服务 415
12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公共服务 411
12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解挂 公共服务 410
122 洛宁县公安局 驾驶证记满分考试 行政许可 405
123 洛宁县供电公司 分布式电源项目新装 公共服务 401
124 洛宁县林业局 出省《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行政许可 387
125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注销登记 行政确认 378



126 洛宁县公安局 普通护照签发 行政许可 352
127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环境保护税申报 行政征收 350
128 洛宁县公安局 变更姓名 行政确认 346
12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社会保障卡启用（含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激活） 公共服务 326
130 洛宁县公安局 驾驶证审验 行政许可 323

13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人员退休申请（无社会化发放信息-正常退休） 公共服务 320
132 洛宁县公安局 机动车身颜色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308
133 洛宁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公共服务 299
134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财务报表报送与信息采集（企业会计准则） 其他职权 295
135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水资源税申报 行政征收 264
136 洛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含保健食品）经营许可核发 行政许可 261
137 洛宁县公安局 驾驶证初次申领 行政许可 257
138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抵押权注销登记 行政确认 256
13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省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省内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 公共服务 256

14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申领 公共服务 254
14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241
142 洛宁县公安局 删除户口 行政确认 239

143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职业培训补贴申领(机构) 公共服务 236
144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入库减免退抵税 行政征收 227
145 洛宁县公安局 入伍注销户口 行政确认 224
146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一照一码户清税申报 行政征收 222
14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提前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正式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220

14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离退休人员申报失踪、下落不明超过6个月暂停养老金发放 公共服务 216

14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招录,录用,企业调入,退伍兵安置等首次在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工作

的人员参保登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216
15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正常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正式待遇）申领 公共服务 210
151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之间跨省调入人员参保登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 公共服务 196

152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代收代缴车船税申报 行政征收 195
153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超期未进行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 公共服务 189
154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离退休人员超期未参加资格认证暂停养老金发放 公共服务 189
155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离退休人员完成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恢复养老金发放 公共服务 186
156 洛宁县公安局 补领机动车号牌 行政许可 185



157 洛宁县公安局 换领机动车号牌 行政许可 185
158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汇算清缴结算多缴退抵税 行政征收 179
15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社会化发放信息变更 公共服务 168

160 洛宁县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转移登记

（存量房买卖加抵押合并登记）
行政确认 167

161 洛宁县交通运输局 客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年审 行政确认 156
16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职业介绍补贴申领 公共服务 152
163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行政征收 149
164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居民企业清算企业所得税申报 行政征收 147
165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省内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入省内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 公共服务 145

166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账户维护申请 公共服务 145
167 洛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注销登记 行政许可 144
168 洛宁县公安局 异地申领居民身份证（补领） 行政确认 144
16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企业离退休人员因病非因工死亡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申领 公共服务 142
17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退役军人基本养老保险转入 公共服务 132

171 洛宁县环境保护局
县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非辐射类且编制报告表的

项目）首次申请 行政许可 131
172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工伤认定信息登记 公共服务 130
173 洛宁县残疾人联合会 残疾人证等级变更 行政确认 128
174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工伤保险社会化发放信息变更 公共服务 128
175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单位关键信息变更（企业） 公共服务 126
176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异地居住就医申请确认 公共服务 126
17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变更工伤信息登记 公共服务 125
17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省外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转入省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公共服务 125
179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失踪人员找到恢复养老金发放 公共服务 125
180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失业保险关系转出 公共服务 121
181 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注销 行政许可 117
182 洛宁县公安局 遗失补证 行政许可 117
183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死亡 公共服务 115
184 洛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更登记 行政许可 113
185 国家税务总局洛宁县税务局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其他职权 113
186 洛宁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注册登记 行政许可 110
187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死亡 公共服务 106



188 洛宁县社会保险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基本信息变更 公共服务 105
189 洛宁县公安局 补、换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 行政许可 102
190 洛宁县公安局 异地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 行政确认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