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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工作处有关公章使用管理规定细则（暂行）

为了进一步使公章使用规范化、细致化，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更

好地为老同志精准服务，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本部门实际，特作

如下规定：

一、本部门公章使用范围

（一）“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公章

适用于以本处名义用印的各项文字材料，及离退休教职工本人的

身份证明、特病证明、退休手续办理、遵纪守法证明、高龄补贴证明、

游泳证明、安装宽带证明等事项。

（二）“中国共产党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干部委员会”公章

适用于以本党委名义用印的各项文字材料，以及离退休教职工思

想政治证明、党组织关系转移等事项。

（三）“山东农业大学家属委员会”公章

仅为户口在农大且无工作单位的我校离退休教职工配偶服务，用

于本人身份、思想政治、遵纪守法、办理遗属补助、高龄补贴等情况

证明。

（四）“山东农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公章

适用于以关工委名义用印的各项文字材料。

二、本部门公章使用程序

（一）本部门办公需要：办事工作人员报请分管负责人批准→综

合科进行登记→做好备案。

（二）离退休人员需要：本人提出申请→提供有关证明材料→填

写《离退休工作处用章申请单》（附件 1），如缺少证明材料，填写附

件 2→分管负责人审核→主要负责人批准→在综合科登记备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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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复印件 1 份。

其中，退休手续单由学校人事处提供，游泳证明由综合科提供，

安装宽带证明由电信部门提供，办理这 3 件事务需要出示老同志身份

证或户口本，由综合科负责人核实老同志身份后，在综合科登记备案；

特病证明、高龄补贴证明由当地政府有关单位提供，身份证明、遵纪

守法及思政情况证明由有关科室提供，办理这 5 件事务需要出示老同

志身份证或户口本，由有关科室负责人核实老同志身份后，在有关科

室填写用章申请单（附件 1 或附件 2）。

（三）家属需要：同离退休人员使用程序。遗属补助申请由学校

人事处提供，高龄补贴证明由当地政府提供，本人身份、思想政治、

遵纪守法证明由家委会提供，办理这 5 件事务需要出示老同志身份证

或户口本及结婚证，由家委会负责人核实后，在家委会填写用章申请

单（附件 1 或附件 2）。

三、有关说明

（一）本部门公章对外没有法律效力，原则上只能在校内使用，

安装宽带证明、特病证明、思想政治证明、高龄补贴证明除外。凡是

不属于上述范围的情况，原则上不准使用公章，如果确需使用公章，

经过分管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同意后，按照上述用章程序执行。

（二）特殊情况下，确需使用学校公章证明，要填写用章申请单

（附件 1 或附件 2）和附件 3。

（三）证明材料，是指能够证明老同志真实情况的身份证、户口

本、结婚证、档案馆证明等具有法律效用的材料。对于不能提供有效

证明者，需要担保人，填写用章申请单（附件 2）。担保人须是我校在

职或离退休教职工，本人持有身份证来现场办理，且要核实担保人身

份，担保人还要在担保材料复印件上签字留存备案。老同志委托办理

时，受委托的办理人需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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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理思想政治证明和党组织关系转移，需要出具函调或单

位介绍信等有效材料。

（五）对附件外材料用章的，要仔细审查盖章材料信息，仅为符

合规定范围的信息材料盖章，凡是规定范围外的信息，务要慎重待之，

填写意见更要慎之又慎。用章材料的信息要填全，对不需要填写的空

白栏要划杠，不得在“空白”材料上盖章。

（六）对于离退休教职工的计生证明、第三代子女上学证明等关

系到本人切身利益的有关事务和在职职工配偶及其子女的所有证明，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要求，要分别去本人原单位和现单位办理，不在本

部门办理。对于离退休人员的二、三代的其他证明，去社区办理。

（七）综合科是离退休行政、党委、关工委公章保管科室，家委

会公章由家委会保管，各有一名公章保管员。用章分管负责人按照班

子分工而定；每次使用公章，要至少有一位班子成员知情并同意。

四、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关文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离退休工作处用章申请单 A

2.离退休工作处用章申请单 B

3.用印申请单（学校印章用）

4.离退休教职工身份、遵纪守法和思想政治证明

5.家属身份、遵纪守法和思想政治证明

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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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离退休工作处用章申请单 A

年 月 日

公章类型 行政章 党委章 家委会章 关工委章

用章者
（离休、退休、家属）人员 。如果是家属，

则该同志系（离休、退休）人员 之配偶。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用途 每份页数

是否提供

证明材料

用章者的身份证 用章者的户口本 其他证明材料

办理人
身份证或户口本 （需复印）

与用章者的关系

办理人承诺声明

本人自愿承诺：本次用章材料内容及用途属实，如不属实，愿

负法律责任；本承诺长期有效。特此承诺。

办理人身份证号：

办理人签名（右手食指手印）：

（离休 退休 家属 东校 南校）科室经办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注：1.本表所有内容都必须填写，不能出现空项；2.所有签批人均承

担相应责任：各科室经办人负责核实材料真实性，分管负责人负责核

实材料有效性，主要负责人负责用章审批。

附件 2



5

离退休工作处用章申请单 B

（正反面打印）

年 月 日

公章类型 行政章 党委章 家委会章 关工委章

用章者
（离休、退休、家属）人员 。如果是家属，

则该同志系（离休、退休）人员 之配偶。

材料名称 份数

材料用途 每份页数

是否提供

有关证明

材料

用章者的

身份证

用章者的

户口本

其他证明

材料
需要担保人，请

填写背面内容

办理人
身份证或户口本 （需复印）

与用章者的关系

办理人承诺声明

本人自愿承诺：本次用章材料内容及用途属实，如不属实，愿

负法律责任；本承诺长期有效。特此承诺。

办理人身份证号：

办理人签名（右手食指手印）：

（离休 退休 家属 东校 南校）科室经办人签字

分管负责人签字 主要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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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内容

对于本次老同志 用章，本担保人保证以下第 条

内容属实：

1.用章老同志户口在农大；

2.用章老同志是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的配偶；

3.用章材料内容及用途；

4. 。

本担保长期有效。

担保人所在单位：山东农业大学

担保人身份证号：

担保人签名（右手食指手印）：

注：担保人要在担保材料复印件上签字留存备案。

注：1.本表所有内容都必须填写，不能出现空项；2.所有签批人均承

担相应责任：各科室经办人负责核实材料信息真实性，分管负责人负

责核实材料有效性，主要负责人负责用章审批。



7

附件 3

用印申请单（学校印章用）
年 月 日

经办单位 经办人 份数

材料名称

主要内容

经办单位主要
负责人签字

分管校领导
签字

学校主要领导
签字

盖章人
签字

注：1．本表所有内容都必须填写，不能出现空项；2．所有签批人均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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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离退休教职工身份证明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系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年 月 日

离退休教职工遵纪守法证明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系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据我们调查，该同志离退休后遵纪守法，

暂未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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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教职工思想政治证明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

号： ，系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该同志思想觉悟高尚，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退休前，爱岗敬业，

认真负责，在本职岗位上为学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退休后，遵纪守

法，严于律己，关心学校发展，贡献余光余热，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

活动，维护学校和谐稳定大局。在“文革”期间、八九“动乱”和反

对“法轮功”活动中，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无政治历史问题。

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干部党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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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家属身份证明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系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之配偶。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家属委员会

年 月 日

家属遵纪守法证明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系

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之配偶。据我们调查，该同志遵

纪守法，暂未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家属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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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思想政治证明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

号： ，系山东农业大学离退休教职工 之配

偶。

该同志思想积极，政治清白。在“文革”中，无政治历史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尚，敬业爱岗，生

活作风正派；在 1989 年“动乱”和“暴乱”中，表现正常，与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对于“法轮功”活动，未曾参加，坚决拥护党中央取

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英明决定。特此证明。

山东农业大学家属委员会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