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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放 管 服 ”改 革 更 有 温 度
渝北区以高效政务服务增进群众获得感

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持续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除烦苛之弊、施公平之
策、开便利之门，让企业和群众
更多感受到
“放管服”改革成效。

1 打造政务品牌

国务院野放管服冶改革督导组到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检查指导工作

2“瘦身”行政权力
在全市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中
期检查评估中袁渝北区获得市政府评
估检查组肯定袁在小组评定中排名第
一遥 制定全区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袁实
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尧动态管理
和编码管理遥按照行政许可标准化要
求袁对行政许可事项尧公共服务事项尧
涉审中介服务事项进行认真清理袁逐
项明确事项名称尧设定依据尧行政许
可实施机关尧 行政许可对象等要素袁
统一规范事项名称尧 条件尧 材料尧流
程尧时限袁对行政许可事项赋予唯一
标识代码遥进一步完善行政许可事项
渊承诺件冤 受理单制度袁 编制服务指
南袁制定审查工作细则遥 2017 年袁渝
北区共承接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14
项袁承接自贸区审批事项 33 项袁对应
调整许可事项 4 项遥 目前袁全区共保
留行政许可事项 264 项袁公共服务事
项 154 项袁涉审中介服务 73 项遥 制定
了包括 6 大子系统尧40 个标准明细袁
覆盖政务服务各个方面的标准体系
结构袁编写并发布服务标准明细规范
40 个袁 涉及事项的服务指南和审查

工作细则全部编制完成遥
与此同时袁 还改进审批服务方
式袁继续深入推进野两集中两到位冶
改革袁做实野一站式冶服务窗口袁精简
优化审批流程遥 全区行政许可事项
共调整优化环节 97 个袁 减少材料
240 件袁 压缩时限 4958 个工作日袁
办结时限比法定时限 减少 55.9%袁
终审权达 57.5%遥 全力服务市场主
体发展袁 推进个体工商户 野两证合
一冶尧企业注册登记野五证合一冶袁推
行注册登记野双告知冶制度曰税务服
务实施营改增尧实名办税尧国地税联
合办税等新政遥 提升建设领域审批
质效袁 对建筑工程类审批服务进行
梳理优化袁 分别形成市场投资和政
府投资项目审批全流程图袁 优化环
节 26 项袁减少材料 20 项袁缩短审批
时限 41 个工作日曰推进政府投资市
政工程类项目审批流程优化袁 共优
化审批环节 10 个尧 减少材料近 20
件袁压缩审批时限 18 个工作日遥 支
持自贸服务区建设袁 为入区企业提
供绿色通道服务遥

走进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袁服务的春风扑面而来遥 近年来袁渝
北区全面深化行政审批改革袁立足野建设一流队伍尧创建一流中心尧打造
一流服务冶的目标袁坚持管理规范尧运行高效尧服务优质尧群众满意袁树立
政务服务良好形象遥加强制度文化建设袁建立完善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
20 项管理制度袁编制员工手册袁全面落实首问责任尧一次性告知尧服务
承诺尧限时办结尧文明服务等制度袁并严格按照制度兑现考核曰加强服务
文化建设袁健全监督评价考核机制袁加强值班巡查尧视频监察尧投诉处
理袁推行即时服务评价遥
同时袁政务服务品牌建设成效显著袁已创建国家级品牌 2 个袁区级
以上服务品牌 10 余个曰加强审批服务人员教育管理袁深化窗口服务大
练兵活动袁深入开展野优质服务在窗口冶活动袁坚持野支部带窗口冶党建模
式袁丰富文化活动袁推进市级文明单位创建袁强化信息发布尧媒体宣传尧
舆论引导袁统筹抓好窗口各类品牌创建袁建设政务服务示范窗口遥
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袁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遥 2017 年袁渝北区
行政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 10 余次遥 如野迎中秋尧庆国庆冶摄
影尧书法尧绘画尧手工作品征集评选活动袁中心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袁
共征集到摄影作品 53 幅袁书法作品 20 幅袁绘画 7 幅袁手工作品 56 件袁
并对征集到的作品开展集中评选遥第二届职工运动会成功举办袁包括象
棋尧羽毛球尧乒乓球等 3 项个人单项比赛和职工趣味运动会 7 项团体比
赛袁为广大干部职工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袁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尧愉
悦身心的平台袁进一步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遥

组织收看收听全国野放管服冶改革电视电话会

3 创新“同区通办”
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全面践行 野三
清尧四亮尧五个一样尧六零服务冶要求袁打造
野亲情服务尧满意一百冶服务品牌遥 工作人
员服务规范尧 中心投诉处理办法上墙公
示遥将全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纳入对
部门和镇街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袁完善中
心入驻部门的月度考评细则袁 细化了 18
类评价指标遥 健全监管机制,落实行政审
批服务工作考核管理办法袁每月通报运行
情况袁启动服务质效三方测评袁坚持日常
考勤尧月度考评和年度考核相结合袁规范
服务行为遥 经委托三方机构对 1000 名服
务对象测评袁群众对中心服务满意率达到
97%遥
为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袁中心增添服
务设施袁规范标识标牌袁启动新中心方案
设计遥 推进镇街两级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袁
印发叶渝北区镇渊街道冤尧村渊社区冤两级服
务中心标准化建设指引曳袁 加大督导推进
力度袁打造龙塔街道公共服务中心和仙桃
街道睦邻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标准化建
设示范点袁全区镇村两级中心标准化建设
顺利推进遥已完成兴隆等 6 个镇街公共服
务中心尧22 个村渊社区冤便民服务中心改

扩建袁镇街及村渊社区冤中心视频监控系统
实现全覆盖遥 全面深化群工系统推广应
用袁进一步加大解决问题尧应用拓展尧平台
整合力度袁切实提高群众反映事项的办实
率尧满意率遥 全区形成了以区行政服务中
心为主阵地袁22 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和
349 个村渊社区冤便民服务中心三级联动
的政务服务体系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 率先在全市启动 22
项公共服务事项野同区通办冶工作袁打破
行政区域界限和户籍限制遥 凡是渝北区
户籍的居民和辖区相关单位袁 均可凭身
份证明选择邻近的镇街公共服务中心或
村渊社区冤便民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袁有效
解决因镇街撤并尧征地拆迁尧异地居住等
带来的群众办事不便问题遥 利用自助申
请尧自助缴费尧自助查询尧手机短信尧微信
等智能化服务终端袁 不断优化提升事项
办结率袁力求使越来越多的事项实现野同
区通办冶遥 运行一年来袁 累计办理事项
16465 件袁野同区通办冶量占基层办件量的
10%袁 群众办事平均节约时间 50%以上袁
方便尧快捷尧高效的公共服务获得群众广
泛好评遥

召开重点项目绿色通道联审会

召开镇街便民服务工作会

4 引入“互联网+”
全力打造野智慧中心冶袁让广大群
众野多走网路袁少走马路冶遥中心突出集
约化尧信息化尧便民化的特点袁依托野互
联网+政务服务冶袁不断提升智能化服
务水平遥加快推进网审平台的应用袁所
有许可事项全部纳入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运行袁 按照标准化要求对已经审定
的许可项目的相关要素及时在网审平
台上进行修正发布袁 落实相应的配套
管理办法袁积极推进单轨运行袁推动政
务服务平台向基层延伸遥 据不完全统
计袁2017 年全区网上审批办结许可事
项 10 万余件袁居全市前列遥 加强中心
自助服务区建设和信用信息查询平台
建设袁大大方便群众办事曰很多事情不
需要到服务柜台袁 市民自己就可以在
机器上完成操作遥 如公安服务区出入
境管理窗口实现无纸化办理袁 并设置
了签转尧 取证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袁如
果不会使用袁还有服务人员热情指导遥
初步构建起了野线上线下尧虚实一体冶
的政务服务格局遥同时袁着力建设中心

综合管理系统袁优化整合考勤管理尧排
队叫号尧 服务评价尧 电子监察尧3D 引
导尧绩效分析等 10 大系统功能袁实现
全流程信息化管理遥 升级行政服务中
心门户网站袁建好用好微信公众号尧手
机报等新媒体遥
2017 年 7 月袁渝北行政服务中心
作为全市区县野放管服冶改革的代表接
受了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袁 行政审批
改革尧 标准化建设和中心运行管理工
作得到市政府办公厅尧 市编办等牵头
单位的充分肯定遥 区行管办还被命名
为 野渝北区首届人民满意公务员示范
单位冶遥
野改革没有终点袁 我们一直在路
上遥冶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袁将不断改善服务方式和手段袁积
极落实 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 行动计
划袁 大力提升渝北区建设项目审批效
率袁促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袁为社会经
济发展注入新活力遥
渊游佐亮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