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多跑一次”改革

简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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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

编者按：

近期，省市两级对全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推进情况进行

了明察暗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也对下步工作作出了明确指

示。 下一步，省市督查组将坚持“找问题、补短板”的原则，继续加

大督查力度。 现将改革工作推进情况与省市督查要求编发如下，

请各地各单位认真学习，抓好查漏补缺和整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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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 “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及时传达省市工作

精神

●浙江省督察组赴杭州开展重点改革任务专项督察

●杭州市召开“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督查部署会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情况通报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及时传达省市工作精神

为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最多跑一次”改

革的决策部署和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 ” 推进办事 “最多跑一次 ” 改革实施方案 》 （杭政函

〔２０１７〕４０ 号）的要求，加快推进各项工作，４ 月 ２４ 日，杭州市“最

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群众和企业

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和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改革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转发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关于全面推

进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工作的通知》 （浙跑专

办字〔２０１７〕２ 号）和《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

多跑一次”事项梳理公布工作的通知》 （浙跑专办字〔２０１７〕３ 号）。

《通知》明确了相关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部署了科学细化

“综合受理窗口”设置、制定公布标准化规范化办事指南、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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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配套制度体系、着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等五项主要任

务，并厘清了“最多跑一次”改革涉及的部门和事项范围，科学确

定了“一件事情”的界定标准，明确了事项梳理的统一口径，在提

供必要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对事项公布工作提出新要求。

此外，《通知》对需重点加强的工作进行梳理，提出要按照“两

集中两到位”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府部门各类政务服务事项进

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工作；要加快推进行政服务中心“综合受理

窗口”的设置工作；要按照群众和企业找部门办事向找政府办事

转变的要求，优化受理窗口设置，重点消除受理窗口的部门痕迹；

要加快推进各部门管理的部门办事大厅改造工作；要进一步规范

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要建立健全行政服务中心“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的改革制度；要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

建设；要全面优化行政服务中心功能布局，提升办事环境。

浙江省督察组赴杭州开展重点改革任务

专项督察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省编办第一督察组一行 ７ 人由综合处余苏平

处长带队赴杭州市开展督察。 督察组对余杭区瓶窑镇大联动指挥

室、余杭区行政服务中心瓶窑分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认真查阅了

瓶窑镇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有关台账，对行政服务中心瓶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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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情况进行了暗访体验，并与余杭

区相关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 督察组充分肯定了余杭区的工作，

认为该区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下一步，余杭区要认真学习领会

省领导的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改革的评判权在老百姓手上”这一

原则，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为出发点，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工作。

下午，督察组一行对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进行了暗访，就

群众对行政服务中心“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的满意度进行了问

卷调查，并听取了市编委办、市审管办、市市场监管局和市住保房

管局的汇报。 督察组认为，杭州市能设身处地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创新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富有成效。 督察组强调，省领导高度重视

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建设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工作，将

两项工作作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增强

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措来抓。 杭州市要继续保持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的势头，深刻全面领会车俊书记在衢州现场会上的讲话精神，

不断提高站位，继续走在前列，以点带面提升整个大杭州的改革工

作水平，为全省、全国树立改革标杆，提供“杭州样板”。

杭州市召开“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

督查部署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由市政府督查室牵头召开“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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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部署会，市编委办、市审管办对全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

进展进行了通报，解读了相关政策并对督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鲍一飞，市编委办副主任田建华，市审管办副

主任吕圣祥参加会议。

本次督查分为 １６ 个督查组，从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５ 月 ８ 日分别对各

区县（市）、杭州经济开发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及市直相关单位

在当前工作推进中的制约因素和瓶颈问题进行重点督查。 督查内

容包括既定时间节点的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行政服务中心“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推进落实情况，跨部门的行政许可事项流程再造

情况，政务服务网建设情况，服务事项办理线上线下融合情况、各

地各部门行政运行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利用情况，“最多跑

一次”改革以及相应便民事项的宣传工作，办事量大、重复率高、

群众关注的 １３ 家市级部门相关事项改革情况，以及各地各单位的

特色亮点工作等。 督查分为全面自查和实地督查两个阶段，各区

县（市）、杭州经济开发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要

在 ４ 月 ２８ 日前完成全面自查并形成报告；各督查组要在 ５ 月 ８ 日

前，采用体验、明察、暗访等方式完成督查工作并形成报告。

鲍一飞强调，“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是今年全省重点工作，

各督查组要摸清实情、发现问题、克难攻坚、加快推进，推进杭州市

在全省率先实现“最多跑一次”改革目标。 一要正确领会市委、市

政府的意图。 本次督查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要高度重视，抓

紧时间，不能让群众办事“一直在路上”。 二要突出督查重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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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督查时间短、任务重，要结合督查对象的特点，重点督查老百姓

反应最强烈、投诉最多的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 三要确保督查效

果。 不仅要配备专业督查人员，也要加强自身学习，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共同参与，确保本次督查有触动、有促进、

有成效。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情况通报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具体要求，全

市上下迅速行动，围绕热点难点全力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取

得阶段性成效。

从整体上看，自 ３ 月 １３ 日全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现场推进会

做出动员部署并提出今年至少实现 ８５％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事项

“最多跑一次”的工作目标后，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高度重视此

项工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 截止 ４ 月底，全市已有 ８０６３

项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其中市本

级 １０７１ 项。 特别是不动产登记办事流程改革，得到了车俊书记的

批示肯定。 同时，积极推动投资项目审批、商事登记、社会事务等

事项的“综合进件”。

现将部分单位的情况通报如下：

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进件”窗口于 ４ 月 １ 日起实现全市覆盖；

在企业名称审批上实现网上申报、智慧审批，形成电子档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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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企业或食品流通企业市场监管证照联办，在全市开通合作银

行代办网点 ２３８ 个，设立特色小镇服务室 １０ 个，组建 ３３ 人的联络

员队伍，实现就近办照 ７３２５ 户。

市发改委：共有 ５６ 个事项，已完成 １６ 个事项的梳理公布和改

革。 对所有依申请而受理的权力事项开通“外网申报”功能，对 １６

项已公布的事项开通“在线办理”功能，通过互联网提交申请材

料、交换内网办理、办理信息展示及快递送达四个环节，实现全流

程网上服务。

市教育局：已完成 ６０ 个公共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编制工作，

完成 １１ 个事项的改革，在教师资格认定等工作中采用许可文书和

证件快递送达。

市科委：已完成全部 ７ 个事项的改革工作。 在优化科技业务

管理流程上实现“网上申报、网上评审、网上认定”；采用项目后补

助方式一次性确定资助金额的科技项目补助方式；５０ 万元以下项

目委托区县市科技局、归口管理部门和第三方科技中介机构进行

管理。

市公安局：推出办事事项 ６８ 项，占比 ４８ ９％。 配套推出六大

服务举措，包括实现 ２１ 项交管业务的网上办理和邮政寄递，推行

消防审批网上预审和消防服务快递送达，在全省率先启用出入境

证件自助发证机并试点出入境办证电子缴费，推行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远程申报，下放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落户审批权限。

市财政局（地税局）：已完成 ２７ 个事项的公布和改革工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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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政 ７ 项，地税 ２０ 项。 设立 ９ 个不动产交易征收点。 加强国地

税联合，运行杭州市电子税务局，全面委托国税代征城建税、教育

费附加等地税税款并代开发票，试点西湖自助办税服务服务大厅。

市国土资源局：已完成 ２１ 个事项的改革工作。 联合市住保房

管局、市地税局，打好“一窗受理、集成办理、同城通办、只跑一次、

当场办结” 组合拳，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 ５５ 个事项 “最多跑一

次”，实现房屋交易、税收和不动产登记全流程“６０ 分钟领证”。

市规划局：对外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 １２ 项，已全部实施到

位，基本实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快递送达”，其中，项目用地证

申请等办事事项已实现一天办结。 市级规划窗口及主城区 ６ 个分

局窗口，３ 月份共办结事项 １５０ 项，涉及“最多跑一次”办结事项为

９８ 项，占总办结事项的 ６５ ３３％。

市住房保管局：已公布 ３１ 个事项。 将房屋交易服务事项由 ３７

项调整为 ２６ 项，其中与国土、地税三部门“一窗受理、并联办理”

１２ 项，与国土局两部门并联办理 ９ 项。 实现房屋交易结果告知单

电子化，实时推送至中介公司网签客户端，实现交易信息与地税和

不动产登记部门实时共享，并于 ４ 月 １ 日推出市区住房情况 ２４ 小

时自助查询服务，自助取件、即查即走，无需人工盖章。

市交通运输局：已完成 ６ 个事项的改革工作，率先开发网约车

申报服务管理系统，实现网约车人员、车辆业务网上申报、网上预

约，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同等效力。

市卫生计生委：全部 ５９ 项审批事项均已公示且开通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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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可以通过外网进行预受理，资料审核齐全后到窗口进件。

６０％的事项可通过邮政送达，医师执业许可 （含新办、变更、注

销）、护士注册等事项，已实现立等可取，建设项目涉及卫生审查、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事项作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已实现“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

市环保局：４ 月，已实现“最多跑一次”的 ２９ 个事项共计办件

数 ３２１ 个，其中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备案管理办法》（部令 ４１ 号）实行备案制，直接在网上办结。

杭州检验检疫局：对照省局公布的事项清单，梳理出辖区内的

２７ 个事项已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其中，“进出口商品验证管

理”等 ４ 个事项已实现“零上门”。

市信访局：市“１２３４５” （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信息系

统升级改造初步完成，目前已在拱墅区、上城区区长公开电话上线

试运行。

此外，截止 ４ 月 ２７ 日，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共

收到信息 １１ 篇，其中建德市 ３ 篇，萧山区 １ 篇，临安市 １ 篇；市公

安局 ２ 篇，市规划局 ２ 篇，市人力社保局 １ 篇，市住保房管局 １ 篇。

请各区、县（市）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信息宣传工作，注重经验总

结和亮点提炼，及时将信息报送至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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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赵一德书记，徐立毅市长，
张仲灿部长，许明秘书长，戴建平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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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