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转发省跑改办四月抽查政务服务网

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省跑改办 4月下旬对全省各地区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开

事项进行抽查，抽查结果显示我区在下游位置。本次被抽检

事项为：国内出生户口登记、市外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

内地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初级中学

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帮困助学给付、教

育救助、中医诊所备案、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新发证）

共 9 项。相关涉及单位请在 5 月 15 日下班前针对省里评分

标准和扣分明细进行反馈说明，如有错评、误扣情况根据省

里扣分明细的形式做好申述反馈（有截图、有说明）。

未被抽检到的单位请对照最新浙江政务服务网事项内

容评估指标做好完善工作。

杭州市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办事指

南准确

度

事项是否

梳理公布

事项是否

梳理公布

逐个事项检查，是否梳理公布该事项

的办事指南。

基本信息

事项类型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所属事项类型。

权力来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权力来源情况。

许可数量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有无许可数量要求限制。

办件类型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事项的办件类型（如：承诺件、即

办件、上报件）。

事项编码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按同一

区域内的统一编码规则进行赋码。

办理对象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办理对象（如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

法定时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法定期限，明确说明是工

作日还是自然日。

承诺时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承诺期限，明确说明是工

作日还是自然日。

办理地点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办理地点，要求办理地点

有明确街道名称、门牌号、房间号或

者窗口号。

受理时间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受理的时间周期。如【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12:00,下

午 13:00-17:00】。

联系电话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受理部门的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监督部门的联系电话。

电话准确

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有联系电话

和监督电话，且号码不相同，电话有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区号。

办理依据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办理依据的法律、法规、文

件的名称和所引用的条项和款项的

具体内容。

中介机构

或特殊环

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提

供涉及评审、评估、现场勘查等特殊

环节信息的明确标注。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名称，且材料

名称不存在有歧义的描述，如【存在

“其他材料”、“相关材料”等兜底性

用词】。

材料来源

或出具单

位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来源或材

料的出具部门，如【材料名称：户籍

证明；出具单位：户口所在地派出

所】。

数量要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份数。

介质要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介质要求，

如【原件、复印件、电子版】。

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

图

是否提供办理流程图。流程图中是否

明确写明申请途径（窗口递交、网上

申请、快递申请等）、送达方式（窗

口领取、快递送达、网上提供电子文

件等）

办理程序

文字描述
是否提供详细的办理程序文字描述。

到办事现

场次数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事项是否明

确标注申请者需要到现场次数。

表格及

样表下载

空表

下载服务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需要

申请人填写的表格是否提供空白电

子表格下载服务。

样表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需要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下载服务 申请人填写的表格是否提供示范性

电子样表下载服务。

空表

准确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提供

下载的空白电子表格的内容是否与

事项相符，有无乱码、死链等情况。

样表

准确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提供

下载的示例样表是否完整规范，内容

明确，参考性强。

收费信息

明确标识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是否

明确标注需要收费。

收费标准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需要收费的事

项，是否明确列明收费的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或算法。

收费依据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需要收费的事

项，是否明确列明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文件的名称和所引用的条项和款

项的具体内容。

反馈联系人：徐国炬（政务服务网由信息中心牵头），

联系电话 82898620，联系邮箱：8125146@qq.com

跑改联系人：徐晔翀，联系电话 82898184。

附件：1.2018 年 4 月浙江政务服务网抽查说明

2.萧山区扣分明细

区跑改办

区信息中心

2018 年 5 月 15 日



附件 1

2018 年 4 月浙江政务服务网抽查说明

一、本次抽查事项

（一）国内出生户口登记

（二）市外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

（三）内地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四）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五）初级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

（六）帮困助学给付

（七）教育救助

（八）中医诊所备案

（九）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新发证）

二、本次抽查对象

县级站点

三、开发区抽查情况说明

因各地开发区办事范围不一，部分开发区可能不涉及群

众办事，检查结果显示事项未梳理公布的，各开发区应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整改：本开发区确实不提供办理的事项，请将

相关说明发送邮件至 11234946@qq.com，如实际在办的事项，

则应认真整改。

三、具体抽查内容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办事指

南准确

度

事项是否

梳理公布

事项是否

梳理公布

逐个事项检查，是否梳理公布该事项

的办事指南。

基本信息

事项类型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所属事项类型。

权力来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权力来源情况。

许可数量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有无许可数量要求限制。

办件类型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事项的办件类型（如：承诺件、即

办件、上报件）。

事项编码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按同一

区域内的统一编码规则进行赋码。

办理对象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办理对象（如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

法定时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法定期限，明确说明是工

作日还是自然日。

承诺时限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承诺期限，明确说明是工

作日还是自然日。

办理地点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的办理地点，要求办理地点

有明确街道名称、门牌号、房间号或

者窗口号。

受理时间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注该事项受理的时间周期。如【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 09:00-12:00,下

午 13:00-17:00】。

联系电话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受理部门的联系电话。

监督电话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监督部门的联系电话。

电话准确

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有联系电话

和监督电话，且号码不相同，电话有

区号。

办理依据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标

注该事项办理依据的法律、法规、文

件的名称和所引用的条项和款项的

具体内容。

中介机构

或特殊环

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提

供涉及评审、评估、现场勘查等特殊

环节信息的明确标注。

申请材料

材料名称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名称，且材料

名称不存在有歧义的描述，如【存在

“其他材料”、“相关材料”等兜底性

用词】。

材料来源

或出具单

位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来源或材

料的出具部门，如【材料名称：户籍

证明；出具单位：户口所在地派出

所】。

数量要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份数。

介质要求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是否明确注

明该事项受理所需材料的介质要求，

如【原件、复印件、电子版】。

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

图

是否提供办理流程图。流程图中是否

明确写明申请途径（窗口递交、网上

申请、快递申请等）、送达方式（窗

口领取、快递送达、网上提供电子文

件等）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估要点

办理程序

文字描述
是否提供详细的办理程序文字描述。

到办事现

场次数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事项是否明

确标注申请者需要到现场次数。

表格及

样表下载

空表

下载服务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需要

申请人填写的表格是否提供空白电

子表格下载服务。

样表

下载服务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需要

申请人填写的表格是否提供示范性

电子样表下载服务。

空表

准确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提供

下载的空白电子表格的内容是否与

事项相符，有无乱码、死链等情况。

样表

准确性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提供

下载的示例样表是否完整规范，内容

明确，参考性强。

收费信息

明确标识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评估该事项是否

明确标注需要收费。

收费标准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需要收费的事

项，是否明确列明收费的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或算法。

收费依据

逐事项逐要素检查，需要收费的事

项，是否明确列明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文件的名称和所引用的条项和款

项的具体内容。

四、抽查人联系方式

如对抽查结果有疑问，请联系

联系人：贺瑞

手机：13575150619

邮箱：11234946@qq.com



附件 2

萧山区扣分明细

事项
事项是否

梳理公布
基本信息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表格及样

表下载
收费信息

小

计

合

计

萧山区

事项 01 1 0.5 0.5 0.6 1 1 4.6

19.5

事项 02 1 0.8 0.5 0 1 1 4.3

事项 03 1 0.8 1 0.5 1 1 5.3

事项 04 0 0 0 0 0 0 0

事项 05 1 0.8 1 0.5 1 1 5.3

事项 06 0 0 0 0 0 0 0

事项 07 0 0 0 0 0 0 0

事项 08 0 0 0 0 0 0 0

事项 09 0 0 0 0 0 0 0

01 国内出生户口登记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8/4/9/art_49568_970214.html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得满分 1分。本级政府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项。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分得 0.5 分。该事项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为同一号码，并且办理

地点（要求办理地点有明确街道名称、门牌号、房间号或者窗口号）不详细，另部分法定依

据未摘录相关条款的具体内容（见下图 1、2）。

图 1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8/4/9/art_49568_970214.html


图 2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分得 0.5 分。该事项的部分申请材料未提供数量要求、材料来源

或出具单位（见下图）。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6 分。该事项未提供办理流程图（见下图）。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得满分 1 分。该事项无表格。

收费信息：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收费信息全面。

02 市外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8/4/10/art_49568_970470.html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得满分 1分。本级政府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项。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分得 0.8 分。该事项联系电话和监督电话为同一号码，并且办理

地点（要求办理地点有明确街道名称、门牌号、房间号或者窗口号）不详细（见下图）。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分得 0.5 分。该事项的申请材料未提供数量要求、材料来源或出

具单位（见下图）。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8/4/10/art_49568_970470.html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事项未提供办理流程图，以及办理程序文字描述（见

下图）。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得满分 1 分。该事项无表格。

收费信息：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收费信息全面。

03 内地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5/2/3/art_49360_27206.html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得满分 1分。本级政府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项。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分得 0.8 分。该事项未明确标注受理的时间周期（如：星期一至

星期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5/2/3/art_49360_27206.html


申请材料：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申请材料明确。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分得 0.5 分。该事项未提供详细的办理程序文字描述，且办理流

程图中未明确写明送达方式（窗口领取、快递送达、网上提供电子文件等）（见下图）。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得满分 1 分。该事项无表格。

收费信息：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收费信息全面。

04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本级政府未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

项（见下图）。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项无法考察。

收费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05 初级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5/10/31/art_48632_73832.html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得满分 1分。本级政府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项。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分得 0.8 分。该事项的办理地点（要求办理地点有明确街道名称、

门牌号、房间号或者窗口号）不详细（见下图 1），且部分法定依据未摘录相关条款的具体

内容（见下图 2）。

图 1

http://hzxs.zjzwfw.gov.cn/art/2015/10/31/art_48632_73832.html


图 2

申请材料：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申请材料明确。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分得 0.5 分。该事项未提供详细的办理程序文字描述，且办理流

程图中未明确写明送达方式（窗口领取、快递送达、网上提供电子文件等）（见下图）。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得满分 1 分。该事项提供了表格及样表下载。

收费信息：该项得满分 1分。该事项的收费信息全面。

06 帮困助学给付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本级政府未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

项（见下图）。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项无法考察。

收费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07 教育救助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本级政府未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

项（见下图）。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项无法考察。

收费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08 中医诊所备案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本级政府未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



项（见下图）。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项无法考察。

收费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09 公共场所卫生行政许可（新发证）

事项是否梳理公布：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本级政府未在浙江政务服务网上公布了此事

项（见下图）。



基本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申请材料：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办理流程：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表格及样表下载：该项满分 1分得 0 分。该项无法考察。

收费信息：该项满分 1 分得 0分。该项无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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