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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最多跑一次”改革 ９ 月份月报告

一、有序推进改革日常工作

（一）９ 月 ６ 日，召开“最多跑一次”改革“满意度”调查评估专

题培训会议，邀请相关专家讲解“最多跑一次”改革调查评估体

系。 会议由高国飞副秘书长主持并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按照《关于印发＜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率和满意

率双提升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组织各地各单位全力做好全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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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跑一次”改革第三轮调查评估问题的整改和下一轮“最多跑一

次”改革调查评估的迎检工作，加强对全市改革“实现率”和“满意

率”的测评，做好每月通报；充分发动党员干部、绩效信息员、媒体

等力量，开展日常抽查暗访，做好每周通报；突出对“１２３４５”知识

库建设、“１２３４５”热线接通率和实时答复率、窗口服务、办事指南

线上线下一致性等改革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专项督查，做好每周

通报。 累计印发通报 ２０ 期。

（三）９ 月 １７ 日，召开三季度“最多跑一次”改革新闻发布会，

全面推荐“移动办事之城”建设情况，在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

网、网易、百家号、浙江卫视、浙江新闻客户端、ＦＭ９３ 交通之声、钱

江晚报、杭州日报、都市快报、杭州电视台、ＦＭ８９、杭州网、杭州市

政府网、杭州发布等多家媒体上广泛报道。

二、分类破解改革难点堵点

（一）全力打造“移动办事之城”。 有序推进“杭州办事服务”

ＡＰＰ 和综合自助机的规划建设工作，在 ＡＰＰ 建设上，已实现 １５３

项政务服务、便民服务随时可办，２７６ 个预约事项可在线预约，累

计下载用户达 ２６ 万人，累计使用次数已突破 ２２０ 万。 在综合自助

机建设上，截止目前已在各区、县（市）行政服务中心、分中心及主

城区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部分社区、镇村部署 １７９ 个网点、综合

自助机共 ２１５ 台，已服务市民超过 １０ 万次。

（二）着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建设。 一是数据归集方

面，截至 ９ 月 ２１ 日，归集 ５９ 个部门、４２７４ 张表、６６５３０ 个字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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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 项数据接口开发，发布 ６２８ 项数据接口（其中省接口 ２４０、市接

口 ３８８），今年累计归集数据 １０６ ３９ 亿条（“最多跑一次”改革相关

数据 ３ ６６ 亿条），累计批量交换共享 ４ ４９ 亿条。 二是数据共享应

用方面，公共数据共享查询平台累计为 ５０ 个市直部门和区、县

（市）提供数据共享查询 １１１ ２ 万次；公共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累计

为 ４９ 个市直部门和区、县（市）提供接口调用服务 １２５１６ 万次。 三

是“一窗受理”平台建设方面，开展市区县 ８０％事项所在系统接入

工作，剔除年办件 １２ 件以下事项后（含待确认事项），市本级拟接

入事项总数 １４３０ 项，其中已接入事项数 １００７ 项，接入率 ７０ ４２％，

其他超额接入事项数 ５６４ 项；区县（市）拟接入事项总数 １８００９ 项，

已接入事项数 ３７９０ 项，接入率 ２１ ０５％（其中商事登记 ９４ 项、民政

３０ 项，因网办专题业务配置需要，目前事项配置在市本级，未在区

县事项统计范围）。 开展市、区（县、市）两级政府部门自建业务办

理系统与“一窗受理”平台对接工作，全市系统数共计 ５０ 套，目前

已接入系统数 ３７ 套，完成率 ７４ ００％，其中杭州市本级共计接入系

统数 ２３ 套，接入率 ６７ ６５％；各区县共计接入系统数 １４ 套，接入

率 ８７ ５０％。

（三）强化商事登记领域改革。 一是“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绿色

通道”正式上线。 根据国务院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至 ８ ５ 天的工作

要求，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税务、公安等部门依托商事登记“一网

通”系统，建设开发“杭州市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绿色通道”，通过打

通部门系统壁垒，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以“线上数据跑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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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线下办事人员跑腿”，将企业开办程序压缩为企业自主取名办

理营业执照、公章备案及制作、申领税务发票 ３ 个环节，实现企业

开办全流程 ３ 至 ５ 个工作日办结。 绿色通道已于 ９ 月 １７ 日正式

上线运行，上线前三日共 １３４６ 户新设企业通过该平台进行办理。

二是涉企证照“市场监管通办”全面推进。 正式印发《关于做好涉

企证照由市场监管部门通办的通知》，要求力争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底

实现涉企证照所有业务“全科受理”、后台各部门协同办理，一方

面在制定涉企证照事项目录的基础上，发挥好“一窗平台”网上

“一个接口”进入的集成服务作用，重点推进使用好商事登记“一

网通”，实现网上涉企证照互联通办，让数据跑代替企业跑、代替

部门人工跑。 另一方面做到线下兜底，一个窗口通办，要求各地行

政服务中心在商事登记“综合进件、集成服务”的基础上，设置线

下综合受理窗口，落实一个窗口通办。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通

过“一网通”全市共办理多证合一新版营业执照 １４ ４ 万户，其中

新设企业多证合一事项 ９２ ０ 万件；共接收证照联办申请 ３ ３７ 万

件，其中已受理 ３ ０５ 万件，已办结 ２ １７ 万件。

（四）优化投资项目审批领域改革。 一是推进项目审批简化

优化标准化。 ９ 月 ４ 日正式下发《杭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修改完善《关于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前期

生成决策机制实施办法》和《杭州市政府投资项目估算审核管理

标准》２ 项配套制度，着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 二是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和“标准地”制度，制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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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杭州市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工作指引》，并要求各区、

县（市）政府尽快制定本地区政策文件，保障“标准地”改革落地见

效。 截止 ８ 月底，已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

地”共计 ２６ 宗，其中省级以上平台 １３ 宗。 三是深化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市场化改革，按照《推进中介网和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对接的工作方案》要求，已实现中介机构数据、中介评价数据和行

政处罚、黑名单信息的网上传输和共享，保证涉审中介多维评价体

系的全面试行。 按照“多维评价体系”要求，形成《关于发布 ２０１８

年度杭州市涉审中介机构红榜名单的通知》 （杭审管办〔２０１８〕 ６５

号）。 四是于 ９ 月 １１ 日—９ 月 １２ 日在桐庐县召开 ２０１８ 年全市投

资项目审批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培训班，组织市直相关部门、

各区、县（市）审管部门的工作负责人，各区、县（市）发改部门分管

领导、科室负责人及具体经办人员等 １００ 余人就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改革、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改革、一般企业投资项目

开工前审批“最多 １００ 天”工作指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等内容进行专题培训。

（五）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改革。 一是推进办事指南标准化、

通俗化。 根据省“八统一”要求，在材料再精减、办证时间再压缩

的基础上，下发实施全市统一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指南（试行），并

按通俗易懂的要求，在各网站同源发布。 二是推行网上办，压缩不

动产登记办理时限。 在预告登记全程网办的基础上，打造抵押权

注销登记全网办，已开展试运行。 在省统一的 ３１ 项登记类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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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登记业务已实现网上受理，四星、五星级标准的办理清单已经

形成，正积极推进。 目前全市已在“杭州办事服务”ＡＰＰ 上实现不

动产权证明查询，主城区实现不动产权证书真伪查验、不动产宗地

图查询功能。

报：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周江勇书记，徐立毅市长，于跃敏主任，
潘家玮主席，许明秘书长，戴建平常务副市长，高国飞副秘书长，各
区、县（市）党政主要领导

发：市直各单位，各区、县（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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