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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

督查通报

2019 年第 18 期

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19 年 12 月 11 日

关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监测评估中发现问题
的通报

为评估我区“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情况，精准分析改

革成果，区跑改办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萧山区“最多跑一次”

改革监测评估，现将近期发现的问题通报如下：

领域（部门） 意见或建议

投资项目审批

（区发改局）
再简单一点，最好是我跑一次就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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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审批

（区经信局）

有一些网上流程写的更清楚一点就更好了，可以按流程直接在

网上操作。

个别项目还是需要跑很多次，比如盖房子的项目如果不需要征

用土地的话一次就搞定，甚至一次都不用跑，但是涉及征用土

地的时候就要跑很多次，希望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进行改革。

投资项目审批

（规资分局）

电话比较难打。

办理流程不是很透明，有时候审批要一个月两个月，不知道到

哪步了，每次都要上门去问麻烦。

我的建议是我跑的是幼儿园的项目，我这个资料送上来之后，

能不能一个部门审批完了，转到另一个部门，那我就不用等这

个部门审批完了，我再去送到另外一个部门，最好都办好了通

知我去拿下就行，或者哪里不对我中间补一下。

有些手续最好网上可以直接办理，不用去现场办。网上办有些

不是很方便下载东西什么之类的，和现场不太符合，网上写的

是需要十样东西，现场那边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减掉有些东西，

我们这边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嘛。

希望网上和现场窗口同时办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网上办理不

是太懂，窗口同时办理方便不同人群。

程序方面简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总平面图，你们给了一张

让我们去复印然后再送回去，审批好的结果让我们自己去复印

再送回去，那不就是两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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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资料无法部门共享，需要办事人多次提供，希望多部门数

据共享，方便老百姓。还有就是有些无厘头的资料就不需要提

供了吧，比如上次让我提供萧山改市设区的证明，这是政府的

决定，都知道的，如果是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证明，老百姓怎么

证明呢。

网上和线下都需要上传资料，比较麻烦。

政务网上的资料最好经常更新下。

我觉得应该办理流程和需要准备的资料，网上更加详细一点多

一点，事先更加了解我需要带哪些东西。

投资项目审批

（区住建局）

网上需要的资料再详细一些。

全部资料前台和后台要求情况不一样。

继续深化吧，资料优化简单一点，个人资料希望可以通过电脑

互联网提供，有些老百姓不懂，希望工作人员现场咨询的时候

多耐心指导，把具体事宜和所需资料说清楚。

投资项目审批

（区农业农村

局）

最好资料能网上上传，不用手工提供资料，这样方便，该有的

资料上传到网上就可以。

投资项目审批

（生态环境分

局）

我觉得流程可以再简化一点，他现在企业要申报一次，发明单

位要报一次，他们内容都差不多的，可以融成一次的就方便一

点

信息网站更新很多次，有时候搞不清楚流程，好像现在定下来

有个固定流程会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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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区人社

局）

流程不清楚，网上操作有时候会出现不正常现象，操作起来就

很费力。

办理时间周期缩短一点就更好了，比如这个月办理需要等下个

月拿结果

银行卡太单一，只能用什么农商银行还是什么银行。

最好可以网上申报，报告直接可以批过来。

对于每个业务的办事具体流程，希望可以通过纸质粘贴出来，

或者直接放到网上，这样就可以自己对着流程操作了，不用打

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同时也减轻他们的工作量。

工作人员的态度再好一点就可以了。

医保（区医保分

局）

人太多要排队时间长一点。

所需材料不要只贴柜台里面，不容易看见，放假时间可以提前

在公示栏提示可以在外面公示栏或者门口显眼的地方贴上。

比方说你是在网上办理，你要给别人一个模板给人家看，不然

我们找的话不知道该找那一份，就是该找哪一个，因为我们不

是专门搞这个专业的我们看的话肯定是根据你发布的，比如说，

在网上告诉我们需要的一个模板然后我们直接按照这个模板打

印出来就直接过去了，然后在现场，比如说，有很多柜台，柜

台前面应该也放一个透明的模板，别人去看就知道自己办理这

个需要些什么材料，不然的话我们是找不到这个的，你只是说

一个文件名，网页上面会跳出很多种，然后就是把一个大概的

流程告诉我们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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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通过网上先查询，有的人他不是很了解，如果网上回

复更详细点就更好了。

咨询有些有些不方便，无论是电话还是网上都有点不方便

就是换卡后可以告知以前的功能哪些能用，那些不能用。

希望每个窗口中午有一个人值班，希望前台服务人员可以对前

来办事者给予帮助和引导，有些人不懂取错号，或排队拍错窗

口，挺浪费时间，如果有服务人员指导就不会了。

可以在网上办理的话就更好了，多几个网点也好的。

希望能把网站维护一下，现在问题就在于验证码跳不出来。

有个办事流程指导表就更好了。

我当时办理费用津贴，把材料拿过去，工作人员没有全部收，

说我缺材料。也没有给我打电话，后来我自己上网去查，都一

个月以后才告诉资料的事情。

网上办理流程希望可以再清晰明了一点，还有希望可以针对不

太会网上操作的人，可以网上预约，现场办理。

新办理最好能缩短能使用的期限。

业务办理完成后，窗口告知一个礼拜后出结果，但是对于结果

是否办理成功，窗口没有短信或者其他形式的通知。

解释办理事项希望再通俗易懂一些

卫健（区卫健 可不可以网上和窗口都能办理，这样会更好。



- 6 -

局） 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在网上办，都不知道哪个

项目可以在网上办，希望宣传下哪些业务可以在网上办，让我

们普通人知道可以在网上办理。

网站的话更便捷一点，找资料有的时候不好找。

流程在引导上再简单点。

要求准备什么材料，对应的网络模板没有下载地址没有找到，

最后在咨询里面写到，他们打电话告诉我在哪里下载，这样反

而更加麻烦。

希望镇上的政务中心设立一个办事窗口，这样就不用跑萧山了。

最好就是相关资料有复印的地方就好了。

上传体检报告比较麻烦。

希望可以在提交报告过后的几天内有撤回的功能。

税务（区税务

局）

社保参保，交钱要到地税去交，能不能并在一起让我去一趟就

能交。

咨询有时候打电话比较难打通

希望网上有一些比如说我要办一些什么有资料，有时候打电话

他们可能比较忙，就资料比较详细一点，比如说我要办一些事

情，如果网上有更详细的资料会更好。

如果缓税能在网上办理就更好了，因为我们缓税比较多，得经

常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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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月去税务局办理的值税和抵扣税，应该可以通过电子税

务局简化流程直接递交申请就好了。

态度好一点。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税务局系统流量有点大，可能网上有时候速

度不够快老是要卡上不去这个情况经常发生，后台服务器功能

可能要增强一点，最后几天申报速度办事效率卡很慢。

网上保证金申报不了。

网上的各部门联系电话可以更新一下，再多一点电话，有时候

有些部门的电话查不到。

能够开通网上预约是最好了。

发票认证比较麻烦。

找不到具体窗口位置，希望可以引导一下。

希望窗口工作人员的电脑设备配的好一点。

手机公众号无法进行预约，页面都是正常，一点取号按键就不

行，工作人员也无法解答原因。希望可以尽快维护好。

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教育（区教育

局）

需要资料不明确，准备的资料太多，有些清单上没有的，或者

是说的不详细的，但实际是需要，所以跑一次是做不到的，至

少需要两三次。

窗口的专业性最好再提升一点。

不动产（规资分咨询电话不太好接通，打了三次才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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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网上要一次性告知所有需要办理的资料和环节。

证照库稍微在简化一点就好了。

系统不好，老是出问题,希望系统能够稳定点。

等待时间过长

商事登记（区市

场监管局）

网上流程应该更详细，因为有些网上办的流程和实际办的流程

具体需要的资料有些差别，希望能够统一。

设立的话挺好的，变更的话一般需要跑两次，变更就能一次性

就更好了。

网上审核已经通过，现场审核却说少一份资料，现场审核和网

上审核不一致，还有税务证明，税务是说不需要，工商这边说

需要，两边说法不一致，得来回跑办理。

我那个网上核名到底有没有过我也不知道，我得打电话过去问，

问了刚开始说我打电话催那么急，半天才告诉我铭牌有没有过，

主要是核名太麻烦了，后台人工审核，我在萧山这边办，比方

说我 10点提交，10 点半可能就给我审核过了，但是这个系统不

显，你得下午四五点第二天才显示出来，但其实过半个小时后

台就过了，这个系统得完善一点，我核名过了后台过了系统要

及时更新出来。

变更之后出执照的时间再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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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变更之后希望章程立马打印出来，现在是需要一个月

才能打印出来，如果银行那边出现什么变动要一个月之后才能

再次提交，我希望资料提交之后没有问题就立马打印出章程来，

哪怕等个二十分钟也是可以的。

网站维护再做好一点。

我在网上提交资料的时候，网上审核人员应该会换好几个，因

为我第一次提交这个资料以后驳回他给我圈那些叫我去弄，第

二次我提交上去驳回不是同一个人审批，说法就有不一样，改

的资料也有不同，然后就是网上提交资料的时候就第一次审核

就看的更全面一点，要改的不同的我们更详细一点，这边也可

以一次性办好。

咨询还不是很方便，有些事情没有办法问的到，就必须要到现

场去问，打电话经常打不通。

拿营业执照，要等 2 小时才能拿，时间有点久。

车管（区公安分

局）

进门这一刻的咨询需要引导。

希望宣传更到位，异地车辆扣分的事，开始是说全国联网可以

异地办理，结果不能，需要去当地的车管所，这样就需要跑两

个车管所，希望可以全国联网一次办理。

网上能办更好，还有就是窗口再少一点，要去好多个窗口跑来

跑去的，我觉得有点浪费人力，很小的一个事情要换另一个窗

口，感觉跑来跑去。

办理完后数据没有及时更新，异地查询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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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驾驶证这一块，体检更规范一点就更好。

我就觉得他们的拍照费用太贵了，自己带的照片不能用，要用

他们那的东西拍照，他们那个拍照还可以选择美颜什么的，索

性拍证件照就好了嘛，美颜还要加钱

要办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咨询。

电子体检只有两台机子，人太多了，感觉太慢了。

在办驾驶证的时候要体检，自己忘了戴眼镜，然后他们人工办

理的要收 10块钱，我就觉得没必要，不收钱更好。

好像不能在网上办理，只能去车管所办这块不是很便捷。精简

里面流程，去了什么视力检查体检单子，一趟一趟流程太多了，

简化一些就好了，现在太复杂了。

要是可以一趟都不跑就更好了，在网上办理就好了。

流程能否写清楚一点，去办理时不知道在哪个窗口办理要这个

窗口跑一趟那个窗口跑一趟，就有点麻烦。

人工要测试，智能机器没用，弄也弄不了。

户籍（区公安分

局）

如果能够网上办理或异地办理就好了

完善互联网平台，可以直接查询办事流程和所需材料，这样更

好。老年人不懂毕竟是少数，可以方便大多数人群。

办身份证拍照片拍的再好看一点。

办理时候的时候，希望能在网上查到需要的资料，免得白跑。

双休日有没有这种服务，最好双休日开通这种服务，周六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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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弄个一天我们可以办理这种业务，平时没有时间。

等的时间太久了要排队一直等。

现场的情况可能跟网上查询到的情况可能有一点出入。

办理速度有点慢。

有些事情直接手机上就能办。

希望电话咨询更方便一点。

预约能够提升下，好多方面还不能预约，要是都能预约就好了。

我给我儿子办身份证，衣服要求我们是不知道，后来我去借派

出所衣服穿的，像这种衣服要求更明朗化，在哪个地方公示一

下。

更换身份证到期后更换，能不能网上申请，然后直接邮寄到地

址。

建议新员工配备可供查询的手册，而不是遇到不常见的业务只

能等老员工在了才能办理。

建议各部门系统联网以便提供确定性的咨询服务。

出入境

（区公安分局）

我来取通行证跑了两趟，因为没有短信发给我，我当天早上去

的时候说我的通行证没有到，所以跑了两趟这方面能改一下，

最好可以取证的时候发个短信通知一下。

去办理的时候排队的人太多，希望工作人员办理速度可以快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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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网上能办的就网上办，省得跑来跑去。

电话比较难查，希望可以通过网上直接查到。

网上流程能够写的更详细一点，比如说要带什么材料之类的，

不用去再跑一趟到现场咨询。

我就是说办护照的时候窗口少一点，多一点我们更快了。

拍照太快了还没准备好就拍了。

最好当天办理当天就可以拿到。

本地有房子社保但无户口，需要办暂住证且出入境只能团签不

能个人签，觉得很麻烦。

人脸识别无法办理，希望更智能。

请涉及问题的部门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

并于 5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后书面反馈

至区跑改办。

萧山区全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2月1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