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职权事项
信息公开

一、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实施主体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服务对象 个人

申请条件
符合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退役士兵安置条

例》实施办法的通知豫政〔2014〕20 号文件的退役士兵。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收费依据 不涉及收费

法定时限 工作日 30日 承诺时限 工作日 5日

审批人 李凡胜 责任人 石友峰

办理人 刘永军 电 话 17838850189



（一）设定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第十章第六十条服现

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

以及属于烈士子女和因战致残被评定为五级至八级残疾等级的

义务兵退出现役，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待安排工作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生活补

助费。

第六十一条士官退出现役，服现役不满十二年的，依照本法

第六十条规定的办法安置。士官退出现役，服现役满十二年的，

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待安排工作期间由

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生活补助费。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

第 608 号） 第三十五条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按月发给生活补

助费。

【规范性文件】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

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

27 号）2018 年 8 月 1 日后退出现役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

役士兵，在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年度最

低工作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

（二）材料清单（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1.身份证 2.退伍证 3.银行卡 4.申请表



（三）流程图

材料不全或 不符合条件

不符合法定形式

一

受理

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不予受理

审查

审批

发放

一次性告之

本人补正

财务科对接银行

办理指定银行卡

个人填写申请报表及其他材料留存



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的给付

实施主体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服务对象 个人

申请条件

《关于印发河南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

经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民文〔2013〕118 号 第二

章，第四条，凡 2011 年 11 月 1日以后退出现役，在部

队选择自主就业并领取一次性退役金的退役士兵，发给

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收费依据 不涉及收费

法定时限 工作日 30日 承诺时限 工作日 5日

审批人 李凡胜 责任人 石友峰

办理人 刘永军 电 话 17838850189



（一）设定依据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第十章第六十条义务

兵退出现役，按照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接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给经济补助。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

第 608 号）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八条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 12 年的

士官退出现役的，由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

第十九条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

金，一次性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给予经济补助，经济补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条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收入和军人职业特殊性等因素确定退役金标准，并适时调整。

第二节第二十九条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退役时自

愿选择自主就业的，依照本条例第三章第一节的规定办理（即可

按当地标准享受经济补助）

（二）材料清单（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1.身份证 2.退伍证 3.银行卡



（三）流程图

受理

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不予受理

审查

审批

发放

一次性告之

本人补正

财务科对接银行

办理指定银行卡

个人填写申请报表及其他材料留存



三、1至 4级分散供养残疾士兵购（建）房补助

实施主体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服务对象 个人

申请条件
《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1级至 4级分散供养残疾

退役士兵购（建）房资金给付

事项类型 行政给付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收费依据 不涉及收费

法定时限 工作日 30日 承诺时限 工作日 5日

审批人 李凡胜 责任人 石友峰

办理人 刘永军 电 话 17838850189



（一）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

第 608 号） 第四十二条分散供养的残疾退役士兵购（建）房所

需经费的标准，按照安置地县（市）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和

60 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确定；没有经济适用住房的地区按照普通

商品住房的价格确定。购（建）房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

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解决。购（建）房屋产权归分散供养的残疾

退役士兵所有。分散供养的残疾退役士兵自行解决住房的，按照

上述标准将购（建）房费用发给本人。

（二）材料清单（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1.身份证 2.伤残证 3.银行卡 4.退伍证



（三）流程图

受理

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

不予受理

审查

审批

发放

一次性告之

本人补正

财务科对接银行

办理指定银行卡

个人填写申请报表及其他材料留存



四、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实施主体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服务对象 个人

申请对象 伤残军人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收费依据 不涉及收费

法定时限 工作日 30日 承诺时限 工作日 5日

审批人 李凡胜 责任人 吴 斌

办理人 刘永军 电 话 17838850189

（一）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1.《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残疾军

人由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机关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军人证》。”

2.《伤残抚恤管理办法》第四章伤残抚恤关系转移，第二十

条 残疾军人退役或者向政府移交，必须自军队办理了退役手续

或者移交手续后 60 日内，向户籍迁入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申请转入抚恤关系。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必须进行审

查、登记、备案。审查的材料有：《户口登记簿》、《残疾军人

证》、军队相关部门监制的《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换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申报审批表》、退役证件或者移交

政府安置的相关证明。

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对残疾军人残疾情况

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复查鉴定残疾情况。认为符合

条件的，将《残疾军人证》及有关材料逐级报送省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查无误的，

在《残疾军人证》变更栏内填写新的户籍地、重新编号，并加盖

印章，将《残疾军人证》逐级通过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发还申请人。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

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项。如复查、鉴定残疾情况的可以适当延长

工作日。

《军人残疾等级评定表》或者《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军人证〉申报审批表》记载的残疾情况与残疾等级明显不符的，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暂缓登记，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通知原审批机关更正，或者按复查鉴定的残疾情

况重新评定残疾等级。伪造、变造《残疾军人证》和评残材料的，

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收回《残疾军人证》不予登记，

并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 伤残人员跨省迁移户籍时，应同步转移伤残抚

恤关系，迁出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伤残人员

申请及其伤残证件和迁入地户口簿，将伤残档案、迁入地户口簿

复印件以及《伤残人员关系转移证明》，发送迁入地县级人民政

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并同时将此信息逐级上报本省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迁入地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收到上述材料和

申请人提供的伤残证件后，逐级上报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向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核实无误后，在伤残证件变更栏内填写新的户

籍地、重新编号，并加盖印章，逐级通过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发还申请人。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在 20 个工作

日内完成本级需要办理的事项。

迁出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邮寄伤残档案时，应当将伤残证件

及其军队或者地方相关的评残审批表或者换证表复印备查。

第二十一条伤残人员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迁移的有

关手续，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规定。



落实待遇，及时更新优抚数据库、相关材料及个人档案

告知申请人并办理

本人银行存折 逐级反馈至县级退役军人部门 签署意见并存档备案

迁出地县级退

役军人部门审

核

填写转

移证明

材料

邮寄至迁入地县

级退役军人部门

审查

提交申请

及相关材

料

迁入地逐级签署意见

上报至省退役军人部

门

（二）材料清单（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1.身份证 2.户口簿 3.残疾军人证

（三）流程图

1.省内伤残抚恤关系转移流程

逐级通知所在服务站和本人



告知申请人并办理本人银行存折 邮寄至迁入地县级退役军人部

门

逐级通知所在服务站和本人

迁出地县级

退役军人部

门审查

填写转

移证明

材料

逐级送报至省

级退役军人部

门审查

提交申请

及相关材

料

逐级反馈至

县级退役军

人部门

签署意

见存档

备案

存档备案

2.省外伤残抚恤关系转移流程

3.移交残疾退役军人备案流程

落实待遇，及时更新优抚数据库、相关材料及个人档案

落实待遇，及时更新优抚数据库、相关材料及个人档案

县级退役军人

部门
告知申请人并办理本人银行存折

市级退役军人

部门

签署意见

存档备案

逐级通知所在服务站和本人

市级退役军人部

门审核

省级退役军人

部门

签署意见

上报

县级退役军人部

门审核

签署意见

上报

提交申请

及相关材

料



五、对非现役军人、公务员等人员残疾等级的认定和评定

实施主体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服务对象 个人

申请对象

1.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在服

役期间因病评定了残疾等级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

2.因战因公负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民警察；

3.因参战、参加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

务致残的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以及其他人员；

4.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致残

的人员；

5.为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财产致残的人

员；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

责伤残抚恤的其他人员。

前款所列第 3、第 4、第 5项人员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应当认定视同工伤的，不再办理因战、因公伤残

抚恤。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收费依据 不涉及收费

法定时限 工作日 30日 承诺时限 工作日 5日

审批人 李凡胜 责任人 吴 斌



办理人 刘永军 电 话 17838850189

（一）设定依据

【行政法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

第 602 号) 第二十四条 因战、因公、因病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

疾等级的评定权限是： （三）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

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由

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和评定。

【规章】《伤残抚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

事务部令第 1号）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符合下列情况的中国公

民：（一）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在服役期

间因病评定了残疾等级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二）因战因公负

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民警察；（三）因参战、参加军事演习、军

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致残的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以及其他

人员；（四）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致残的人

员；（五）为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财产致残的人员；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伤残抚

恤的其他人员。前款所列第（三）、第（四）、第（五）项人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视同工伤的，不再办理因战、因

公伤残抚恤。

（二）材料清单（证件需原件及复印件）

1.个人书面申请;2.户口本;3.身份证;4.退伍证明;5.警官



证和授衔命令;6.公务员证和公务员登记表;7.工伤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8.交通事故致残的;9.需提供交通事故处理意见;10.申

请人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查评定残疾等级

申请后出具的书面意见;11.本人近期 8张二寸免冠彩色照片。

（三）流程图

发证并落实待遇，录入退役军人部优抚对

象数据库

在申请人工作单位 所在地

或户籍地公示，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县 级

退 役

军 人

部门

市 级 退

役 军 人

部门

签署意

见审批

办证

省级退役

军人部门

初审

县级

退役

军人

部门

公示

逐级通知本人

县级退役军人

部门审核

签署意

见上报

市级退役军

人部门审核

到市指定医院进行残情

医学鉴定

提交申请

及相关材

料

告知声请人

并办理本人

银行存折

市级退役军人签署意见

上报

省级退役

军人部门

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