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多跑一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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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日

编者按：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积

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办件

量最大的公民个人办事事项领域，全面实施“简化办、网上办、就

近办”专题改革，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该项工作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肯定和批示，省委书记车俊

批示“很好”；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赵一德批示“我市要以车书记的

鼓励为动力，不断完善‘一证通办’机制，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批示“‘一证通办’的做法应推

广”。 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刊载，供各地各部门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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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实现 ２９６ 项公民个人事项“一证通办”

———杭州市实施公民个人事项“简化办、网上办、就近办”取得阶段性成效

为深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力争在群众最渴望最迫切改

革的领域取得突破，杭州市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

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办件量最大的公民个人办事事项领域，全

面推进实施“简化办、网上办、就近办”专题改革，至 １２ 月底，共计

精简办事材料 ６６９ 件，取消纸质证明类材料 １７４ 种；实现仅凭身份

证即可办理事项 ２９６ 项，５３ 个事项在手机移动端随时可办，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效，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赞誉。

一、主要做法

１、广泛发动群众，明确改革方向。

自年初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杭州市坚持“改革的评

判权在群众手中”的用户体验导向，通过媒体、网站和群团、基层

党组织等各类渠道，广泛动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员群众等各

界人士参与改革，为改革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共梳理有效建议

１３１４ 条。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群众最关切的是社保医保、户籍居

住证、公积金、车驾管、市民卡、水电气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项，而恰恰是这些事项，申请材料多、手续复杂，群众的满意度不

高。 为此，市跑改办主动扛起改革牵头部门的担当，梳理出在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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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全生命周期，公民个人到政府办事事项

以及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办理的公共服务事项 ５９８ 项，专题进行研

究，并明确了“简化办、网上办、就近办”的改革举措。

“简化办”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申报材料、优化办

事流程，力争实现更多的事项仅凭身份证或市民卡即可办理；“网

上办”的目标是要扩大办事申请渠道，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力争实现更多的事项足不出户通过 ＰＣ 端、手机端即可

办理；“就近办”的目标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县、街道（乡镇）、社区

（村）“四级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实现“１５ 分钟生活圈内”即可办

理和全城通办、多点可办。

２、压实部门责任，强力推进改革。

公民个人事项涉及 ４４ 个部门（单位），各部门对改革的认识

不一、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同、相互之间缺少统筹协调，为此，市跑改

办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公民个人办事事项“简化办、网上办、就

近办”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施意见》 （杭跑改办〔２０１７〕 ４３

号），并专门成立了个人事项改革专题组，对改革进展进行协调、

审核、督促。

在改革推进中，个人事项改革专题组实行“二报二回”申报审

核机制，对每个部门上报的每一个事项的简化优化改革方案逐一

审核，并对部门数据共享需求逐一协调对接，确保各部门按照全市

统一的步调推进改革。

３、强化督促检查，确保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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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公民个人事项的改革成果得到有效落实、取得实效，市

跑改办专门组织开展了部门和区、县（市）落实情况的专项督察，

通过网上抽查、实际办事体验、后台数据比对，以及交叉互查等方

式，进行全面核查；对核查情况实行每日一通报，并将通报抄送市

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区、县（市）党政主要领导。 至 １２ 月 １５ 日，核查

发现的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自 ８ 月 ２１ 日杭州市正式部署开展公民个人办事事项“网上

办、就近办、简化办”改革以来，至 １２ 月 ４ 日，市跑改办已在杭州日

报、都市快报等报刊和“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杭州网、杭州政府

门户网站等媒体，公布三批取消办事纸质材料，共取消证明材料

１７４ 种；公布两批仅凭身份证即可办理的事项 ２９６ 项；公布可在政

务服务网 ＡＰＰ 上办理的首批办件量大的 ５３ 个事项。 “网上办、就

近办、简化办”改革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杭州市民对“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满意度大幅提升。

１、办事材料、环节“瘦身”，“一证通办”不再是“梦想”。

公民个人事项改革中，市编委办将“简化办”作为首要目标，

就个人申请办理所需材料逐一分析，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

明材料，一律取消；对于能够通过数据共享或网络核验的申请材

料，在协调好数据供需双方的基础上予以取消；对于暂未能实现数

据共享，但经过风险评估，能够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 经统计，杭州市公民个人事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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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共计精简办事材料 ６６９ 件，取消纸质证明类材料 １７４ 种，其中

仅取消社保参保证明 １ 项，就减少群众线下跑开证明 １００． ８ 万

人次。

另外，市跑改办还积极推动部门改变履职方式，对一些办件量

不大，但群众自我证明却难度很大的事项，要求职能部门自行调查

核验，不再要求群众提供证明材料。 例如，民政部门在办理“三属

抚恤待遇审批”时，对于审批需要证明的亲属关系，改为由民政部

门调查核实，避免出现“证明我妈是我妈”等情形。

在减少材料的同时，市跑改办坚持边梳理、边优化、边规范的

原则，着力推进事项办理流程优化，力争最大程度提升群众办事的

方便性和改革获得感。 例如，市民养犬的审批，杭州市将农业部门

的犬只防疫与城管部门的犬只办证联动起来，将养犬人征求所在

社区、居委会意见的环节，由前置改为后置（由城管部门来征求意

见），并且将审批办证向前延伸到宠物店或宠物医院代办，实现了

宠物狗购买、防疫、办证“一条龙”。

通过改革，至 １２ 月 １０ 日，杭州市已经实现 ２９６ 项个人办事事

项仅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占比 ４９．５％，下一步还将逐步扩大“一证

通办”的事项比例。 凭一张身份证可以办理个人的审批事项，已

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在“跑改人”的努力下逐步变为

现实。

２、网上办、移动办成为趋势，足不出户也可办成事。

在“简化办”取得突破进展的基础上，市跑改办积极推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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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办”改革。 除按照省统一部署，全面推进政务服务网网上申请

全覆盖之外，杭州市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先发优势，依托政务服务

网全力推进手机移动端办事渠道建设。 １２ 月 １ 日起，首批办件量

大的 ５３ 个公民个人事项在浙江政务服务 ＡＰＰ 上启用。 以市公安

局为例，交通违法处理、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等 １８ 项网上便民服务，

已经减少了群众跑趟 １８１．７ 万次，节省办事时间 ６４．２ 万小时，其中

仅交通违法处理，自 ９ 月 １０ 日试点开通手机移动端处理以来，网

上处理交通违法达 ５２．２ 万起。

同时，作为“最多跑一次”的配套改革，杭州市加快推进统一

公共支付应用和便捷公共支付。 截止目前，全市公安、交警、教育、

城管、国土、卫生等部门的 ２３ 个政府缴费大项已经纳入统一公共

支付平台，共有 ８２５．７ 万人次通过网上缴费，其中 ７８９．５３ 万人次通

过手机端移动支付进行缴款，占总人次数的 ９５．６％。

下一步，杭州市还将继续全力推进“网上办”，大力推广“人脸

识别”“网上身份认证”等新技术。 今后，市民群众“足不出户”在

家网上办事，用手机随时随地办事，将成为发展趋势，杭州将成为

“移动办事之城”。

３、“１５ 分钟生活圈”就近办，办事不用总在路上跑。

虽然“网上办”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有一部分事项暂时难

以实现全程网办“零次跑”，也有一部分群众不了解信息技术，难

以做到“网上办”。 为此，市跑改办积极推动“就近办”改革，将公

民个人办事事项向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延伸，力争实现“１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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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生活圈”即可办和同城通办、多点可办。

目前，作为“就近办”的试点区域，西湖区文新街道骆家庄社

区，已经实现了一站式办理医保、社保、卫计、残联、公安等 ２５ 项公

民个人办事事项，１１ 月单月办件量就达到 １５４４ 件；下城区在全区

８ 个街道和部分社区开辟自助网上办理专区，推进 ２４ 小时自助

办理。

市级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市人力社保局在就业、社保、医保

等领域已有 ３１ 个事项在主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或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实现了全城通办，预计每年可就近服务群众近 ５００ 万人次；此

外，市级医保还推出了医保证历本在市级医院换证服务，方便群众

就诊。 市公安局在萧山党湾镇派出所试点出入境、交管、户籍、流

动人口基层综合服务，减少萧山东片 ３０ 万群众办事 ２ 小时车程，

此外，还在市区设立 ４５ 个社区交管服务站，将车辆上牌服务延伸

到 ３０ 余个 ４Ｓ 店。

下一步，杭州市将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全面推广“就近办”改

革，力争将全部公民个人办事事项向基层街道（乡镇）、社区（村）

或群众方便的地铁站、银行网点等延伸，减少群众办事“路上跑”

的时间，缓解市、区（县、市）行政服务中心人流压力，减少群众办

事等候时间，努力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１５ 分钟办

事生活圈”。

三、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２０１８ 年，杭州市将在巩固公民个人事项领域 “简化办、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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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就近办”改革原有成果基础上，按照十九大精神和省、市改革

部署，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围绕建设“移动办事之城”

的目标，全力推进公民个人事项的简化办，打通纵向和横向部门的

信息系统，建设全流程网上办、移动办系统，健全完善“四级服务

体系”，力争实现更多的事项仅凭身份证“一证通办”和群众需求

最迫切的便民服务事项在手机 ＡＰＰ 办，全面建成 “ １５ 分钟生活

圈”就近办、全城通办的便民服务体系，继续在全省“最多跑一次”

改革中走在前列，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改革提供“杭州实践” “杭州

样本”。

（市编委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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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玮主席，张仲灿部长，许明秘书长，戴建平常务副市长，冯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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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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