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袁在县委尧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袁县行政审批局
全面落实国家尧省市野放管服冶改革决策部署袁野四即冶改革工
作被省政府办公厅叶每日要情曳肯定推广袁野一企来冶工作被
叶江苏信息摘报曳推荐上报国务院办公厅袁改革系列举措被
中央电视台尧新华社尧学习强国平台尧江苏电视台等主流媒
体宣传报道, 创成省级野政务服务标准化试点冶袁获评全省
野最佳县级政务大厅冶尧全国野优秀政务服务大厅冶尧2021 年
度全国第二届政务服务软实力野数字化实践典型案例冶遥 县
委统领尧党委引领尧党员带领袁改革由点到面尧经验由个案到
野标配冶噎噎我县打造野审批事项少尧办事效率高尧政务环境
优冶的营商环境袁成为射阳政务服务工作全心全意为民服务
的生动诠释遥

县行政审批局党委书记、局长陈锋率全体工作人员

热烈祝贺县人大十六届
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胜利召开

21行政审批局
2022年 员月 员圆日

星期三
编辑院颜立文 组版院刘雪云

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构
筑
三
级
服
务
钻标
准
网
纂
谱
写
便
民
利
企
新
篇
章

昨
昨昨
县
行
政
审
批
局
深
入
推
进
钻放
管
服
纂改
革
纪
实

学党史办实事突显实效

该局党委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政治任务和统领全
局的源头活水深入学习尧持久学习尧创新学习袁并将学习成果迅速转
化到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践之中,先后三批次列出为民办实事清单
37 类 100 多个事项,并逐一落实销号遥 政务服务标准化高分通过省
级验收袁综窗改革全面推进袁九大类 50 项野一件事冶隆重推出袁一业
一证再添六大新行业袁野一哨联办冶事项全市领先袁企业开办全流程
0.5 个工作日办结曰人社通让村民足不出村即可办理业务曰近百项秒
批秒办事项陆续上线曰野24 小时不打烊冶 自助服务让企业和群众体
验野全天候冶野不打烊冶的服务之便遥 一个个改革举措推陈出新,一项
项惠民实招落地生根,一声声褒扬赞誉发自肺腑,学党史办实事惠民
生好事连台,进一扇门办成全部事不再是设想,依法依规办事不求人
已成常态遥

推进野四即冶改革方便群众

我县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野四即冶服务袁在工程建设审批领域
推行野拿地即开工尧交地即发证尧交房即发证尧发证即抵押冶袁服务企
业发展遥 新办企业手续从原来的 3 个月压缩到 40 天袁审批周期从
原来的 50 个工作日压缩到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曰商品房首次登记野八
证联办冶全省唯一遥

深化野一企来冶实现野企来易冶
2021 年以来袁我县深化野一企来冶企业服务热线建设工作袁用机

制创新倒逼政府职能转变袁野一企来冶衍生出野企来易冶遥 一是暖企平
台野一哨冶联办遥 成功应用 12345野一哨联办冶工作机制袁镇区通过
12345 平台启动野吹哨冶程序袁明确野报到冶的牵头和配合部门尧会商
时间地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袁销号解决涉企证照办理尧项目审批等
67 个问题袁企业满意率达 100%遥 二是涉企审批野一站冶全办遥 设立企

评标法纳入市招标文件范本中袁 作为全市统一的评标规则之一
向全市推广曰推进招标代理机构信用制度建设曰孕育出我县特有
的国有企业采购类项目交易方式袁合法合规尧高效便捷地完成国
有企业采购类项目交易遥

12345助力办实事解难题

2021 年袁县 12345 平台共接到各类群众诉求 43868 件袁平台
向各承办单位派单 46383 件袁整体工单办理率达 100%袁及时办
理率达 99.71%袁群众满意率达 99.9%袁全年县委尧县政府领导对
平台工作批示指示达 25 次遥 成功应用野一哨联办冶12345 办理工
作机制袁各镇区为野吹哨冶主体袁对诉求过程中或自身发现的复杂
问题需多部门协助处理的袁镇区通过 12345 平台启动野吹哨冶程
序袁明确野报到冶的牵头和配合部门尧野报到冶时间尧地点及需要解
决的问题袁办理完成后及时将办理情况向县 12345 平台反馈曰规
定时限内未能解决的袁说明办理进度袁定期跟踪反馈情况袁直至
问题处理结束遥 镇区行政负责人联合负责会议召集尧方案制定尧
跟踪督办等工作遥 部门因职能原因袁超出自身办理范围袁对野吹
哨冶申请问题进行研判袁发出调度通知遥2021 年袁野一哨联办冶解决
大树扰民尧小区出口安全等棘手问题 20 个袁其中跨区域问题和
矛盾两个袁群众满意率达100%遥 野有事找政府袁12345冶成为政府和
群众的野连心桥冶袁12345 成为民办实事解难题的助推器遥

新的一年袁该局将准确认识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的现实图景
野是什么冶袁科学把握高效推进便民利企野干什么冶袁多措并举齐心
协力野怎么干冶袁以野人一之我十之尧人十之我百之冶的劲头袁埋头
苦干袁接续奋斗袁把握重点和关键尧找准时点和关节袁用野干在实
处冶推动野走在前列冶遥 野集成化冶改革再突破袁服务便利度再攀新
高曰野标准化冶建设再升级袁服务规范化再上新水平曰野信息化冶水
平再提升袁服务野网上办冶更加便捷遥 多措并举袁公共资源交易更
加公平高效袁实现平台交易更规范尧服务水平再提升尧交易监管
更高效遥 民生优先袁群众诉求办件质效明显提升袁全面构建更加
高效的运行机制尧更加完善的督办机制尧更加便捷的联动机制遥
充分发挥野一哨联办冶工作机制作用袁进一步提升镇区野吹哨冶积
极性袁形成条块结合尧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袁服务群众野最后一公
里冶曰强化与政协的沟通合作袁充分利用好市民中心协商议事室
阵地袁深入挖掘政情民意袁探索群众诉求更多解决渠道遥

业开办野一窗冶服务专区袁成立代办中心袁落实降成本措施袁开办时
间压缩至 0.5 天袁全程电子化率达到 100%袁全年为企业节省成本
97.6 万元遥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窗改革袁推行承诺预审袁拿地
即开工压缩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袁 联合验收从 30 天压缩到 1 天袁
测绘从 7 天压缩到 1 天袁图审时间从最长的 30 天压缩到 7 天内完
成袁材料退回率由以前的30%降到 3%以内遥 三是惠企政策野一键冶
申办遥在工程建设审批专区设立野惠企专窗冶袁搭建政策自动匹配系
统袁建设惠企政策知识库袁实现政策自动推送尧申报表单野一键冶生
成尧各项优惠野一表冶申办遥 已为 10 家企业申请区域股权市场挂牌
奖励 200 万元袁为 20 家企业申请科技贷 4000 万元袁为 51 家小微
企业发放创业贷 1.6 亿元袁省直达资金下达进度超 99%遥 四是管家
服务野一路冶帮办遥 挑选政治拔尖尧业务冒尖尧服务顶尖的野三尖冶先
锋担任野红色管家冶袁为每一个重点项目定制野一张流程图尧一个进
度表尧一套报审清单冶袁实行从立项到不动产证办理全程化尧个性
化尧精准化跟踪服务袁全年组织上门服务 70 多次袁为 19 个企业解
决消防尧规划尧不动产证办理等难题 60 多个遥

省级野标准化试点冶通过验收

按照省市两级同创尧标准整合融合尧工作同步推进尧延伸镇村
两级的工作思路袁 全面开展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标准化达标创建
工作袁 对政务服务标准化创建的审批服务标准化尧 服务平台标准
化尧现场管理标准化尧考核评价标准化四大方面 106 项标准逐一梳
理尧再造流程袁统一制定标准化办事指南 1486 项袁在全县镇村满格
实现尧拓展运用袁已基本建成标准统一尧运行高效尧上下联动尧服务
一体的政务服务体系袁 实现政务服务运行更趋规范尧 效能更趋快
捷尧评价更趋完善的创建目标遥 标准化赋能便利化袁企业从立项到
竣工备案等全部审批手续,由过去跑 5 个部门尧10 多个窗口到现在
只需要跑 1 个综合窗口即可全部办理袁审批材料精简 50%袁全流程
审批时间由过去的 3 个多月压缩到现在的 20 个工作日袁拿地即开
工审批时间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袁 联合验收从30 天压缩到 1 天袁
测绘从 7 天压缩到 1 天袁图审时间从最长的 30 天压缩到 7 天内完
成曰企业开办全流程 0.5 个工作日办结遥 成功承办全市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现场会和全市三级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现场会袁 吸引各级
领导和同行 1500 多人次前来考察指导遥

公共资源交易成绩喜人

全年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累计进场各类交易项目 615 项袁交
易总额达 52.13 亿元袁中标价 45.3 亿元袁节约资金 6.84 亿元袁资金
节约率达 13.12%遥 突出加强招投标市场服务软硬件建设尧招投标
服务尧大数据管理袁加强招投标文件审核备案管理尧管理规定执行尧
报批程序统筹安排袁加强招投标现场开评标监管尧标后履约监督管
理尧全流程监管清单化管理袁全面实现依法必招工程建设类项目全
程电子化及不见面开标曰实现单项合同额 50 万元以上工程建设类
项目应进必进尧应招必招曰限额以下工程建设类项目进场交易使用
合理低价法的袁全面实现全程电子化及不见面开标曰全面实现国有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单项合同额达 50 万元及以上的交易全部
进入县交易中心进行交易曰 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使用非财政性资
金建设经营性项目直接发包的流程及手续袁 进一步规范直接发包
后的再次发包的交易规则曰促进市场公平公正和市场主体参与袁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曰实行野一条龙冶服务袁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曰科学创
新编制招标文件示范性文本袁 市招标办已同意将我县 ABC 合成

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条线工作会议在射召开 全市县镇村三级政务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射召开

野一哨联办冶工作机制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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