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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庚市人民政府亦公室美子印友肇庚市2020年

深化 “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去 (市 、区)人民政府、肇仄高新区管委会、肇仄新区管委会、

与桂合作特男1拭詮区 (肇仄 )管委会,市政府有美部 11、 宣属有

美単位 :

《肇仄市 2020年深化 “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已盗市人

民政府同意,現印友給休イ1,情汰真姐鉄実施。執行Iit_程 中過至1

的同題清後向市政数局反映(咲系人:軍冠準,咲 系屯活:6830116,

1382261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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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庚市 2020年深化 “放管服"改革

工作要点

2020年 ,堅持以ヨ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

早,仝面貫御党的十九大わ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仝会精神 ,

堅持以人民力中′む的友展思想,曰塊推劫高反量友展的主銭,持

象徴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伐化菅商不境等工作,深入推逃筒

政放枚、放管結合、仇化服券,深化行政常批制度改革,最大限

度減少政府対市場活動的宣接千預,CI新和完善事中事后上管 ,

提高政府服券残能,カロ快打造与港澳大湾区菅商不境新高地,最

大程度激友市場活力,増張内生功力,朴放内需潜力,辻一歩解

放和友晨生声力,促邊仝市姿済社会持象健康友展。

一、深化行政申批制度改革

(― )加え筒政及根力度。継数杭理取消下放一批市坂政券

服券事項。推功市坂重点頷域的核′む事枚下放,重点在声立友晨、

規え1建浚、項目投資、市場監管、民生事立等方面賦予晏坂政府

(管委会 )更大的政券服券管理自主杖。[市政数局牽共,市有美

部 1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照撃i分工炎テ ]

(二 )率行不几面常れ。接照疫情防控需要,依托省、市一

体化在銭政券服券平合,推行 “♯接触式"服券,引 早企立
～
群

Aミ辻回上査洵、吝洵、申扱,部 11工作人員通辻国上受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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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結果寄迷等方式亦理相美立券,尽量減少亦事群余至1実体大

斤亦事,防止竹染八隆,■企立和群企亦事更安全、更便掟、更

高戒。[市政数局牟夫,市右美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照以

貴分工負賣 ]

(二 )深化政弁月腱券事項及羊。持紋曰塊群余亦事 “四少一

快"(亦事人少砲亦事現場、少帯江件、少交材料、少填表単、快

速亦理 ),升晨服券事項杭理仇化、常批便fll化 改革,推邊各部 11

電子iIE照 共享,倣到数据互汰,邊一歩減少妖廣材料,実現 “一

11受理、一ロモ亦、一次亦成",政券服券事項 (除姿本坂政府批

准的事項外 )国 上可亦率 100%,全流程国亦率不低子 80%,探

索建立政券服券事項 “秒批"制度。[市政数局牟夫,市有美部「1

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照撃貴分工負貴 ]

(四 )升晨 城 江使民"行効。完善IIE明 事項功恣清理机制 ,

全面推行II明 事項告知承瑳制,大力推逃基晨城江便民寺項工作。

[市司法局牽共,市有美部「砕 撃貴分工灸貴 ]

(工 )堆辻 “全市in_亦 、昇地下亦"。 坑一事項名称、亦理

材料和立券流程,強化系坑建没、数据共享、宙口没畳、物料流

特和工作机制支禅,in_辻授枚委托、材料系坑流特、材料物理流

特、自動服券終端提供等途径,打破事項亦理中的声籍地或居住

地限制,以 面向自然人事項力重点,建立 “多点受理、一回in_亦 、

昇地可亦"服券体系,実現政券服券跨晨坂、跨区域 “仝市通赤、

昇地可亦"。 [市政数局牟夫,市有美部 1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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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照撃貴分工負貴 ]

二、創新伐化服各方式

(大 )準行 “一人亦茂一件事"政券服券模式。以企立和群

余 “亦咸一件事"力 早向,加張部 11上芥協同わ信息共享,仇化

再造政券服芥流程,精准集成亦理一件事所需提供的各美材料 ,

推行 “一表申清",力企立和群余亦事提供套餐式集成服券。推邊

100企高叛 “一件事"主趣服券,実現 “一宙受理、一次告知、

一張表単、一套材料、一次提交、一次反債、一宙出件、一号服

芥、一錠坪介"。 [市政数乃牟共,市有美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

会 )接照メ貴分工負テ ]

(北 )堆功 “二咲日+不劫片"茂羊え准全右前 Jll。 邊一歩

推邊不功声改革,打造可隻制推声的肇疾模式,継象保持仝省前

列。升坂 “互咲回+不功声登泥"平台,提供回上預常、人股沢

男1、 屯子答名、便掟支付、自動申亦等 “24小 叶不打洋"銭上服

券,推逃住房公私金敷納信息、安居房核准上市批文信息、房屋

采美合同各案信息、萩告寺可通信息的数据

"集
及共享泣用,推

功預告登泥、祇押預告登泥、合同各案等仝流程屯子化常批,筒

単登泥立券 “秒批"。 推逃宅基地、房政房立券改革,実現一宙亦

理,房攻房立芥最快 3夭亦結。服券宙口向銀行日点、多慎 (街

道 )服券中′む延伸,実現 “仝市通赤、就近赤理"。 [市介源局、

市4i糞局、市税券局、市政数局接照撃i分工資i]

(八 )提升吟境賀易使オ1化水子。カロ張我市国豚貿易 “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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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口"建没,打造 “一堵式"跨境貿易服券平合。選一歩圧縮貨

物整体通美吋同,降低集装箱選出口不市合規成本。在航空口岸

仝面推劫 7× 24小 叶IIn美 保障,切実提升口岸服券水平。[肇友

海美牟夫,市交通局、匁保上挙人分局学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

会 )接黙i分工炎貴 ]

(九 )が大昇地読医始算疱国。接照国家、省有美工作部署 ,

実現昇地就医患者在定点医院住院持十看病、即lll結算,2020年

基本実現符合条件的跨省昇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宣接結

算。[市 医保局牽夫,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黙貴分工炎i]
(十 )促辻納税月民券便掟化。推行 “互咲回+税券",実現

亦税立外国上亦理仝覆蓋,実現自主査均、担4亦税、回上更正、

退税申清、退庫亦理等立外国上通亦,推功屯子友票在餐鉄住宿、

娯/fN消 費、交近透輸、教育医庁、房声交易、房屋租賃、屯商貿

易、通信回路、物流全倍、水屯気、公用事立等頷域的庄用,実

現亦税(敷費 )事項 70%以 上 “最多地一次",75項 主要渉税 (費 )

事項仝市近亦、一次赤咸,亦税資料精筒 50%以上,赤税叶同城

少 50%以 上。[市税外局牟夫炎貴 ]

(十一 )堆辻水屯宅損業 “一回通亦"。 建立公共服券平台

井対接 “専商in_",実現水屯気扱装 “一回ill亦 "。 不渉及外銭施

工用水、用気扱装不超辻 3企工作日。低圧♯居民用声 (小微企

立)接 屯IIt同 不起辻 2企工作日,合外銭工程施工不市不超辻 10

企工作日,亦理高圧用声屯力接入叶同不足辻 15企工作日,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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銭工程施工不市不足辻 35企工作日。[市政数局、市友及局、市

住建乃、市成管局、声奈屯円/Ak司 挙友供屯局、牽水集困/Ak司 接

照撃i分工炎貴 ]

三、全面推遊各項重点改革工作

(十二 )持銭及党市場准入。汗格実施市場准入負面清単管

理制度,清単え外不得男没 11檻和聰性限制。部署升晨招投林頷

域を項整治,仝面清理有美部 11規章、行政規疱性文件和其化攻

策措施中対民菅、外資企立投林没畳不合理限制和壁奎的規定 ,

多1正井査炎一批不合理限制或排斥湛在投林人等逹法lit規行力。

[市友茂局、市育弁局牽夫,市有美部「]及各地政府 (伊委会 )

な撃i分工炎i]

(十二 )升晨 “江照分高"茂羊仝覆豊武点。接照国家、省

有美要求,対我市渉企埜菅十可事項接照宣接取消常批、常批茨

力各案、実行を知承労、仇化常批服券等四紳方式分美推II_茨革 ,

推功照后戒江和筒化常批。[市市場上管局、市政数局、市司法局、

市商券乃牽夫,市有美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黙賣分工灸

i]
(十四 )持鉄4fiII_治 理各脅不合理及費。防止地方ヨト税ll■ 入

ヨト正常増K、 抵消城税降費的政策妓果,碗保減税降費的曰林落

実到位。[市財政局、市友及局、市工信局、市民政局、市税弁乃、

市市場上管乃寺和美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黙i分工負i]

(十二 )辻―サえ喜市場追出れlll。 接省坑一部署要求,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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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落実上坂美子深化市場主体退出制度改革要求,筒化企立注硝

程序和材料,物 ill企立主功退出渠道;推行企立注硝“一1l in_亦 ",

実現回上 “一11受理、信′息共享、井行亦理、全程監督"。 [市市

場上管局彙共,市友茂局、市国介委、市税券局、市苛券局、市

政数局、肇友海美接撃貴分工灸i]
(十六 )堆辻琢・il制度茂革。対不渉及有毒有字及危隆品的

企借、物流配送等基本不声生生恣不境影哨的項目,不再納入不

汗管理。対不境影噛小、八隆可控的項目,筒化不坪手象。片格

落実不境影詢登泥表図上各案制,カロ快生恣保ケ生銭、不境反量

嵐銭、資源利用上銭和不境准入負面清単的端tll実施。[市琢境局

牟共負賣 ]

(十七 )か快商事制度茂革。企立升亦 “半夭亦咸",企立

登泥、印章亥1制 各条、首次申頷友票、用工和参保登泥等仝程回

上亦理;提供亥1制
`F章

、材料打印隻印免費服券,実現企立升亦

“寒ll■ 費"。 企立菅立執照注硝 1企工作日亦結。対千符合条件的

納税人実行税券、社保敗声、印章注硝等即来IF亦。加快推邊商

事登泥智能化常批系坑建没,実現 “秒批 I「 亦"。 [市市場上骨局、

市税券局、市/Ak姜乃、市人た局、市政数局接撃賣分工炎貴 ]

(十八 )4fi功 粗 容双承瑳"項 目立接落地。逃一歩完善声

立投資項目 “双容双承芳"宣接落地茨革,実行 “党逃汗管"的

安全生声常批模式,実現項目建没仝程指早わ安全上管“双至1位 ",

■用地企立取得 “林准地"井倣出承労/.― 即可升工建没,碗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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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建没周期減少 4企月以上。各地園区姐建を取代亦貝仄伍,カ

企立提供各洵、指早和代亦服券。[市友茂局、市4i_建局、市介源

局、市泣怠乃、市政数乃拿共,市有美部 1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

接黙i分工炎貴 ]

(十九 )強化工程建没項目“円亦咲常"。 建立 “四企一"(一

張藍圏、一企宙口、一張表単、一套机制 )工程建没項目常批管

理体系,工程建没項目常批実現 “80、 55、 45"曰 林:IF双立項

至1竣工荘 ll■ 不市,格政府投資工程建没項 目常批叶同圧戒至 80

企工作日以内,一般社会投資項目圧城至 55企工作日以内,帯

方案出il土地項目圧城至 45企工作 日以内。推功我市与省全面

数据共享、実叶同歩,同 歩叶同控制在 5分針内。[市友茂乃、市

介源局、市4i糞乃、市政数局接照撃i分工資i]
四、杓建全方位多筆度坪枡監測体系

(二十 )堆行政芥月比券 “好差・il"。 建立健仝政券服券 “好

差坪"管理机制,群余坪介有政券服券主管部 11、 宙ロエ作人員

考核及須数社竹,碗保差千件件有整政、有反債,推逃攻券服券

科学規疱、公升公平、便捷高数。[市政数局牽共,市有美部 11接

以ナ分工炎テ ]

(二十一 )4fi邊 “互躾国十上管"系銃建没。依托仝省坑一

的上管事項目泉管理系銃,完成各象上管事項通用曰泉及実施清

単杭理工作,初歩実現銘称坑一、依据坑一、措施坑一,上管行

力数据実現 100%覆蓋。推逃 “双随机、一公升"平台 LJr上 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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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永管理系坑和行政執法 “丙平台"対接,分男1実現及叶向省

政券大数据中,こ 共享随机抽査十え|、 抽査任券等相美信息和案源

信息、執法信息共享,形成咲合上管合力。[市政数局、市司法局、

市市場上管局牽夫,市右美部「1接ステ分工炎i]
(二十二 )対重

`点
板践辻行菫′点上管。対疫首、方品、特紳

没各、危隆化学品等渉及到人民生命安全、社会美注度高的重点

頷域,要実行仝主体、仝品紳、全従条声格上管。[市泣怠乃、市

市場上管局、市医保局争市有美部「1及各地政府 (管委会 )接承

貴分工負テ ]

(二十二 )か張社会信用体系建没。大力推逃信用上管,推

行承芳制,■市場主体和公民琲減信,自 主承芳。規疱決定井没

立市場主体信用“黒名単",建立健全信用修隻、昇袂申訴等机制。

依托国家、省 “互咲回+上管"等 系坑,有残整合公共信用信′き、

市場信用信息、投訴挙技信息和互瑛国及第二方相美信′き,カロ快

実現信用上管数据可叱対、辻程可追湖、同趣可上淑|。 推邊知沢

声枚頷域信用体系建没,研究制定知沢声枚 (をrll)頷域芦重失

信咲合冬戒対象名単管理亦法。[市友茂乃、市市場上管乃、市政

数乃、人行肇仄市ヤ`む え行牽共,市有美部 11及各地政府 (管委

会 )接撃i分工負貴 ]

(二十四 )功恣調整枚貴清羊事項。根据法律法規 “立茨友

葎"以及国家行政枚力事項調整情況,坑等推邊仝市枚責事項清

単実行功恣調整,倣好省取消和調整枚責事項的落実工作。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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歩完善枚責清単功恣調整机制。[市政数局牟共,市有美部 11及各

地政府 (管委知 接黙i分工負貴 ]

(二十二 )升晨全市昔育琢境淑1汗。対照 2019年菅商不境

瀕1坪扱告升展を項提升工作,各地各単位対照同趣整茨,tll定肇

仄市 2020年度菅商不境淑1坪体系井升展仝市測汗,実現 “以坪促

建"。 [市政数局傘共,各地政府 (管委会 )、 市各有美単位接分エ

負賣 ]

各地各部 11的貫物落実情況清千 2020年 12月 4日 前ギ面扱

送市政数局,工作中取得的重大逃晨、存在的突出同趣要及叶咲

系、扱送(市攻数局瑛系人:軍冠準,屯 活:6830116,13822616266)。

´

公弄方式 :主功公升

抄送 :市委有美部委,市人大亦公室,市政17b亦公室,市妃委監委亦

公室,肇庚写分区,市法院,市栓察院,省 l‐i肇有美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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