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易结算水表户名变更需求登记单
（二）单位与个人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三）个人与个人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用户号

原户名

申请变更的新户名

户名变更原因

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经办人

水表地址

请按该登记表背面告知内容提供。

经办人联系方式

原户名单位意见：

　　我方同意将该水表户名变更为登记表中

填写的新户名单位。

1. 为确保您的贸易结算水表户名变更需求顺利办理，请您在提交该登

记表前结清所欠水费。

2. 请您按该登记表背面告知内容提供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新户名单位意见：

　　我方承诺对所提交的户名变更相关资料真

实性负责。

　　若原户名单位不存在等原因，原户名单位

不予签字（盖章）的，我方承诺户名变更后因

该原因所致的相关问题由我方负责处理。

        新户名单位签字（盖章）：原户名单位签字（盖章）：

自来水公司办理情况

温馨提示

受理时间：

户名变更时间：

受理人：

变更处理人：

备注

□产权变更   □工商注册名称变更   □管理部门变更   □其它

序号序号

1

2

3

4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

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续的

书面材料；个人为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

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和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个人为末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

件及法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

明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新户

名方出具的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能造成的

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1

2

3

4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

新户名方出具的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

能造成的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个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证

明材料复印件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

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权经办人

办理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及

法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明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成品尺寸：210x290mm



户名变更办理需提供资料

一、办理更名手续所需资料一、办理更名手续所需资料

（一）企业单位名称变更所需资料

（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3

企业名称变更的工商注册登记

营业执照复印件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

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

续的书面材料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证明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的合法

性
1

2

3

4

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同意单位名称变更的文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

2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

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证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

的合法性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军队、部队办理此项业务时只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团级或团级以上上级部门同意

书、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即可

二、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资料二、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资料

（三）个人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一）单位与单位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3

4

公安机关出具的个人姓名变更文件 证明其更名的合法性

变更后的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变更后的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如是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

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

权经办人办理的书面材料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和法

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明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1

2

过户双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3

4

1

2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双方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

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

新户名方出具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能造

成的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军队、部队办理此项业务时提供加盖公章的团级或团级以上上级部门同意书、授

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户名变更办理需提供资料

一、办理更名手续所需资料一、办理更名手续所需资料

（一）企业单位名称变更所需资料

（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3

企业名称变更的工商注册登记

营业执照复印件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

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

续的书面材料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证明企业单位名称变更的合法

性
1

2

3

4

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同意单位名称变更的文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1

2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

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证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变更

的合法性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军队、部队办理此项业务时只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团级或团级以上上级部门同意

书、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即可

二、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资料二、办理过户手续所需资料

（三）个人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一）单位与单位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3

4

公安机关出具的个人姓名变更文件 证明其更名的合法性

变更后的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变更后的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如是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

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

权经办人办理的书面材料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引

起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和法

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明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1

2

过户双方营业执照复印件

3

4

1

2

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证明材料复印件以及双方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

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

新户名方出具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能造

成的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军队、部队办理此项业务时提供加盖公章的团级或团级以上上级部门同意书、授

权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序号序号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贸易结算水表户名变更需求登记单
（二）单位与个人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三）个人与个人之间办理过户所需资料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用户号

原户名

申请变更的新户名

户名变更原因

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经办人

水表地址

请按该登记表背面告知内容提供。

经办人联系方式

原户名单位意见：

　　我方同意将该水表户名变更为登记表中

填写的新户名单位。

1. 为确保您的贸易结算水表户名变更需求顺利办理，请您在提交该登

记表前结清所欠水费。

2. 请您按该登记表背面告知内容提供户名变更所需资料。

新户名单位意见：

　　我方承诺对所提交的户名变更相关资料真

实性负责。

　　若原户名单位不存在等原因，原户名单位

不予签字（盖章）的，我方承诺户名变更后因

该原因所致的相关问题由我方负责处理。

        新户名单位签字（盖章）：原户名单位签字（盖章）：

自来水公司办理情况

温馨提示

受理时间：

户名变更时间：

受理人：

变更处理人：

备注

□产权变更   □工商注册名称变更   □管理部门变更   □其它

序号序号

1

2

3

4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个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

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

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和单位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续的

书面材料；个人为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

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和授权经办人办理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个人为末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

件及法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

明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新户

名方出具的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能造成的

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备注：表格中资料如政府网站能公开查询，则不提供。

序号序号

1

2

3

4

资料内容资料内容 资料用途资料用途

如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则上述资料中原户名方提供资料不提供，同时

新户名方出具的过户情况说明（明确原户名方已不存在或无法查找，承担过户可

能造成的有关责任等方面内容）

个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簿、社保卡、护照等证

明材料复印件

证明其具有独立承担对外法律

责任的资格

避免因经办人身份不明确导致

的法律风险

非本人办理，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或驾驶证、户口

簿、社保卡、护照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和授权经办人

办理过户手续的书面材料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需提供户口簿复印件及

法定监护人同意其办理户名变更手续的书面说明

证明未成年人与法定监护人的

合法关系及法定监护人对未成

年人民事行为的合法追认

成品尺寸：210x2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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