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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中心建成一年多来，这个株
洲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指挥
部很忙。随意查阅，一份工作日志如
是记录：2019年9月17日，株洲市行
政审批服务局组织专人重点走访了
中国长城海洋信息安全产业化项目、
意华交通装备产业园项目，通过座谈
交流、翻阅资料、现场查看，摸清企业
需求，找准项目审批症结；9月20日，
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方
靖组织召开产业项目建设审批攻坚
推进调度会，对中国长城海洋信息安
全产业化项目、意华交通装备产业园
项目、中国铁建轨道装备产业扩能与
智能化建设项目存在的审批问题进
行专题协调。

产业兴，城市兴。株洲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局长郝建东介绍，该局坚持
以服务经济发展为中心，通过审批制
度改革、代办督办服务等，力促重点
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早投产，目前
已为全市“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温
暖企业行动中 249 个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提供了一对一“店小二”式
服务。

走出市民中心，主动上门服务，
过去的“企业跑”改为“部门跑”。

为更有效地服务产业项目建设，
株洲市出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从建设投资项目
审批职能部门法定职责、精简审批要
素、优化审批流程、全面提高审批效
率、创新专项审批改革等方面入手，
深化建设工程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探
索“株洲特色”改革之路。

目前，株洲市建设投资项目审批
时间已由过去的企业投资项目65至
69个工作日，政府投资项目118个工
作日，分别缩短为现在的社会投资项
目 40至 50个工作日，政府投资项目
78至82个工作日。

减事项、并流程、缩时限，各专项
改革亮点纷呈——

结合“产业项目建设年”、温暖企
业活动等，对全市工业项目全程代办
督办，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工业项目

“拿地即开工”。制定国有投资、社会
投资两种投资主体园区“拿地即开
工”实施细则。

在推行“三测合一”的基础上，全
省率先推行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阶段

“多测合一”改革，即对建设项目业主
单位的规划、用地、房产、绿地、消防、
人防及地下管线等测量工作，实行联
合竣工验收，提供一次性测绘成果和
数据。截至目前，株洲共有270个项
目进入“多测合一”备案，完工 131
个。

行政审批、自然资源和规划、住
建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动，衔接解决

“交房即交证”，实现商品房办证“网
上申请、后台审核、一次办结”。目
前，“交房即交证”发证数量增至 17
个项目近1.3万户。

推出水电气报装改革，突破企业
获得水、电、气的独立运作模式，降低
接入时间和成本。一般项目用水、用
气报装时间从20个工作日分别压缩
到10个、7个工作日以内；高压单、双
电源用电报装时间从 38 个、53 个工
作日分别压缩到 18 个、33 个工作日
以内，平均提速50%以上。

探索“小型项目月批”“线性项目
分段审批”改革……

截至 2019 年 11月，株洲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共落实市“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温暖企业行动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 249 个，累计对接联系、答复
企业各类咨询近 1000 次，累计协调
服务 60 个项目，有力推动了产业项
目建设快马加鞭，营商投资环境持续
向好。

“稳中求进、进中争先，株洲市将
全面深化‘放管服’、‘一件事一次办’
等重要改革工作，以‘事项明显减少、
效率明显提高、服务明显改善’为目
标，为加快建成‘一谷三区’，加快实
现基本现代化作出新贡献。”株洲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人表示。

“一件事一次办”的株洲样本
————株洲市深化株洲市深化““放管服放管服””改革侧记改革侧记

逐梦新时代，“放管服”深水而行，“一件事一次办”提速升档。

火热的动力之都——株洲，明亮整洁的市民中心一如既往地忙而有序，“一件

事一次办”持续为群众增便利，为市场添活力。

统计显示：2019年，株洲市“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共办结148.5万件。57个部

门联办“一件事”减少环节286个，降幅85%，精简申报资料857件，降幅62%，压缩

审批时间796天，降幅82%。

办事越来越顺、越来越快的背后，是株洲市深化改革，打造样本，力推“最多跑

一次”向“一件事一次办”升级，将每“一件事”都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放管服”改革到位与否，一个重要标
准是，它能否为群众生活及办事提供更多
便利。

办一件事要东奔西跑，便利从何谈
起？

早在 2002 年，株洲市就设立市政务
服务中心，以方便群众办事，但受限于空
间、制度等因素，群众办事难免还是要“一
个个部门去跑、一个个单位去找”。

“只进一扇门”，首要解决的是“一扇
门”就能办成事的问题。

2016 年，株洲市作出重大决策，兴建
市民中心，设立行政审批系统的集成地、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的指挥部。

改革，事关民生、发展大事，牵动着株
洲市主要领导的心。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多次召开专门
会议、亲临施工现场。他一再强调，要带
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着对人民群
众的深厚感情，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按照“全省第一、全国一流”的目标，建好
市民中心，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中心
之外无审批”。

市委副书记、市长阳卫国要求，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把市民中
心办成亲民、便民、惠民的“市民之家”和

“城市窗口”。围绕打造群众办事更舒心、
企业办事更方便的“第一服务窗口”，进一
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能。

殷殷嘱托，切切期望。
2018 年 12 月 18 日，在鲜花和掌声

中，株洲市民中心建成开放。这个单体被
动式节能公共建筑总占地面积 142 亩，办
事大厅建筑面积2.26万平方米，集中了原

株洲市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分散
办事场所，设置 7 大综合专区和 3 个配套
服务区，进驻 38 家单位，市本级所有行政
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均整合在此，实现

“中心之外无审批”。
从政务中心到市民中心，称谓小变，

实质大变，株洲市从此真正实现了群众办
事“只进一扇门”。

一个月之后的 2019 年 1 月 30 日，市
民中心彩旗飘扬，新匾加挂，新成立的株
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整合市编办、市政务
中心、市政府办等部门职能，牵头整合推
进株洲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新机构、新作为。株洲市委市政府制
订方案，要求各级各部门将推进“一件事
一次办”改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
场活力、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措施，聚焦
重点难点热点，科学设置时间节点，明确
改革推进责任，确保改革有效落地。

革旧立新，流程再造，“最多跑一次”
不断向“一件事一次办”升级。

——梳理事项，摸清家底。按照国务
院和省政府“应进必进”“目录之外无权
力”的要求，统筹、督促市直 41 个部门和
10个县市区，对政务服务事项目录进行审
核确认。引用国家、省级依申请类政务服
务事项 950 项，提请省局不予引用 55 项；
引用国家、省级依职权类政务服务事项
2050 项。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第一次实
现家底全公开，为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跨界联动，审批提速。抽调12个
市直部门和 9 个县市区审改人员，针对省
首批 100件事项及株洲市特色事项，逐项
优化办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间、精简申报

资料、精编服务指南。最终实现57个部门
联办，减少环节286个，压缩审批时间796
天。

——分类整合，综合服务。无论是开
设餐馆、药店、食品生产厂，还是办理退休
或者医保社保手续，只要走进市民中心，
通过“一套流程资料、一份申请表格、一窗
受理出件、一个联办系统”，相关业务就能
办结。

——系统优化，更加便民。不断优化
“一件事一次办”综合服务系统，强化多部
门联办“一件事”的流程跟踪、结果利用、
督办考核等功能，全面实现单部门“一件
事”的办件信息统计和分析功能，推动系
统在智能终端、手机APP上的推广应用。

——“一件事一次办”全市通办。“同
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码”的要求下沉
各县市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相关业
务。

为了确保“一件事一次办”真正落地，
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各县市区、市直
各部门进行明察暗访，运用督查激励、通
报问责、第三方评估等手段开展日常管
理，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
格局。

措施有力，群众受益。不久前，客商
周娟在株洲申办医疗器械销售企业，只跑
一次市民中心，3 个工作日后就拿到了营
业执照和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两年前，
开办同样的公司，跑了工商、税务、卫计等
多个部门，重复递交一堆烦琐的资料，花
费一个多月才办好。”她感慨道。

目前，株洲市已实现九成以上事项
“最多跑一次”，开办企业“三天即办结”，
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个人办证“最多
一小时”，新建楼盘“交房即交证”。

流程再造，一件事一次办

今天，走进株洲市民中心，招牌
指示引导、导视系统可以轻松快速帮
你找到对应的办事窗口。若稍有迟
疑，前台咨询人员会积极主动前来做
好引导服务。

行走在市民中心，统一的LOGO
标识、文化标语、文创产品，让人耳目
一新，仿佛置身一家图书馆，“按图索
骥”，既赏心悦目，又办成了事。

市民刘先生正在公安服务办理
区办理身份证，只需完成采集指纹、
面部识别两个步骤，就办结所有手
续，让他连呼“想不到”。一旁的工作
人员介绍，该区域共设置6台自助服
务终端系统，市民办理业务再也不用
像以往一样排长队了。

市民中心的高科技元素不少。
办事大厅里，机器人“小威”不仅可以
提供业务咨询、身份认证，还能与市
民互动，带市民精准地找到办事窗
口；全省首创的“智慧株洲”万事通平
台，可实现个人和企业 24 小时不打
烊网上自助办事。

借力“互联网+政务服务”，株洲
市办好“一件事”再迈坚实一步。

近年来，株洲市大力推进“智慧城
市”大数据平台建设，成效显著。“放管
服”改革以来，该市将“智慧城市”与政
务服务融合发展。按照系统“统一规
划、统一建设、统一部署、分级使用”的
统建思路，打造了市、县、乡、村四级一
体化的“智慧株洲”（互联网+政务服
务）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包括政务服务
一体化平台和“一件事一次办”系统等

“一窗办”系统、省政务服务网株洲旗
舰店“在线办”系统、政务服务 APP

“掌上办”系统以及便民服务终端“自
助办”系统，建成了电子证照、电子印
章、CA认证、实人认证等共性支撑系
统。目前，该平台已全面接入到全国、
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各
级审批服务事项应进必进，市本级一
窗综合受理的审批事项达到749项。
打通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电子政
务外网体系，已横向接入352家市本
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纵向
延伸到 10 个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
104 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1348个村（社区）便民服务点,实现便
民服务网络市域全覆盖。建成了市县
两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并无缝对接省
级交换共享平台，建设了人口、法人单
位、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电子证照、

社会信用五大基础数据库和不动产登
记、医保、维修基金、校外培训机构等
一批便民服务主题共享库，现已接入
部门通道数量46个，归集人口数据、
法人单位数据等审批服务数据资源总
量4168万条，累计向各级部门共享数
据达到 6910 万条，努力让政务服务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结合建
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及商事登记改革
实际进程，开发了建设投资项目审批、
商事登记系统并投入应用，不断向网
上办、线上办归并前行。

“智慧株洲”有效打通了部门间
的信息孤岛，快速实现了市民办事网
上一次填报、数据全网共享、资料全
程复用，市民办事难、办事繁、办事慢
等堵点痛点问题迎刃而解。

“移动时代”，移动优先。传统的
电脑服务端互动体验差、系统堵点
多、使用频率低。鉴于这一现象，株
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紧扣时代脉搏，
积极筹建融合电子政务、电子社区、
电子商务于一体的“智慧株洲”政
务+公共生活服务APP，打造全新的
移动应用服务终端。

目前，该 APP 已初步建成在线
办理、办事指南、信息发布、便民查询
等多类与群众办事密切相关的首批
实用服务功能，将逐步整合接入各部
门 APP 应用，强化政务数据资源归
集共享，搭建全市公众掌上办事服务
的统一入口。

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平台全面建成后，群众
通过身份注册和实人认证后，可以
24 小时在线自助申办不动产、公积
金等群众和企业高频办事事项以及
水电气等网上便民服务，查询、浏览
与个人相关的各种证照、社保医保、
不动产登记、工资收入等办事基础信
息和热点关注信息，建立记录一生、
伴随一生、服务一生的个人信息库，
推动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不见
面、不用跑”。滑动手指，掌上办事，
届时更多株洲市民将体验到这一便
捷政务服务。

2019 年，通过“智慧株洲”统一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株洲市县两级实
现网上办件数已达 138.2万件，网民
注册数 68.5 万个，电子证照数据 69
万条，政务服务旗舰店接入查询应用
20 个，制作电子印章 2300 个，多项
指标居全省前列。

智慧政务，办事省时更省心

服务大局，
助力高质量发展

李永亮 欧阳政 赵晓旭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建

成开放的株洲市民中心，

实现“中心之外无审批”。

株洲市民中心内，“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

市民在自助服务终端系统办理业务，

再也不用像以往一样排长队了。

窗口办理井然有序。

本版图片均由株洲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

明亮整洁的株洲市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