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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半年到20天

自从5月初开完“联审联
办”会议，仅仅20多天，田伟手
里负责的项目各项审批已经
临近尾声，这在以往，至少要
半年。

田伟是德州市政务服务
中心审批科的一名公务员，他
觉得自己更像是企业与政府
各部门之间的“红娘”。不仅要
牵线搭桥，如何成功“说媒”，
才是最费脑筋的事儿。

22日，刚吃过午饭，回到
办公室的田伟拨通了项目联
系人的电话。三言两语聊了聊
审批进展后，双方就挂了电
话。通话时间的缩短，意味着
项目审批之路即将走完。

电话那头的项目企业负
责人耿树亮颇感意外，作为生
意人，他明白项目审批要经受
的曲折与坎坷。田伟也说，“从
省里跑，再到市里转，只要与
项目审批有一点关系的政府
部门，企业都得跑到，土地、环
保、规划、建设……各项审批
下来，没个一年半载是不可能
的。”

今年4月19日，德州市政
务服务中心邀请了15个来自
德州市重点企业的负责人，针
对项目审批难提意见建议。

企业负责人刘玉军直言
不讳：“三个月前，我们确定收
购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本身有
港资，三个月以后，各个股东
都谈好了，但至今连变更第一
步还没做完……”

通过这次面对面沟通，
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主任董国辉说：“我们收
到了14张企业提出的‘负面
清单’，共计56个问题。对此，
我们将梳理解决措施和责任
主体，打造查改问题‘流水
线’，确保问题得到落实。”

于是，德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调整充实“一站式”服务中
心力量，对100万元以上企业
注册实行领办督办，对300万
元以上企业注册和全部建设
项目审批实行联审联办，多措
施并举，彻底解决企业多次
跑、跑多家的问题。

就在企业提意见的当天，
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解
决了56个问题中的20个。耿树
亮的项目审批因此有了结果：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
单位应帮助项目完成土地预
审、立项与环评工作。”

“市规划局在收到该项目
的建筑方案申请后，应按照既
定的会审与决策程序，在10个
工作日之内对项目方案组织
预审，并出具相应的方案审核

意见。”
“项目单位申报图审、防

雷、消防手续，图审办、气象
局、消防部门同时审查图纸，
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建设局收到项目单位申
请材料审核无误后，在3个工
作日内办理招投标备案、质量
监督及安全措施备案手续，同
时出具中标通知书、质量监督
登 记 证书及 安 全 措施备 案
表。”……

10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这一系列数字是
“简政放权”实施前不可能出
现的。

“只要是建设类的项目，
各种盖不完的印章，找不完的
部门，以往没有一年时间，根
本跑不下来。”田伟感叹。

还能再压缩

在行政审批过程中，企业
的要求只有一个“越快越好”。
而对不少政府部门来说，一堆
一堆的申报材料、宽松的法定
审批时限，都是“卡住”企业从
而凸显“权力”的“好托辞”。

李伟是德州市政务服务
中心管理办公室的副调研员，
作为政务服务中心审批科的
具体负责人，在工作起初的几
年里，由于缺乏行政审批专业
知识，一碰到企业审批被卡，
相关部门一句“缺少申报材
料”就把他和企业挡了回来。

时间长了，李伟对相关部
门的托词起了怀疑，“申报材
料这一项难道就真的如此难
办？”

李伟翻阅起各类关于行
政审批的条文，结果让他大吃
一惊。“法律条文上很少具体
规定企业要申报哪几项材料，
这类要求往往都是相关部门
自己制定的。”他说。

李伟还发现，一堆一堆
的申报材料在相互印证的同
时，还经常出现重复印证的
现象。

“既然是多余的、没有必
要的申报材料，就可以砍掉”，
一番研究后，李伟头脑里形成
了一个“简政”的雏形。

今年 5 月初，也就是在
企 业 负 责 人 们 的“ 意 见 风
暴”后，德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管理办公室出台了《关于
简 化 审 批 环 节 压 缩 审 批时
限的实施意见》，要求审批
流程、申报材料和审批时限

“再压缩二分之一、最低不
少于三分之一”。

李伟和同事们配合着制
定了一套《审批服务事项精简
压缩情况明细表》，与当地监
察局合作，要求各审批部门于
5月25日前提交。

5月22日，除去休息日，离

截止日期还剩一天半时间，几
份填好的表格已经放在了李
伟的办公桌上，翻开德州检验
检疫局提交的“出口食品企业
备案”事项表格，李伟逐格查
看。

在办理流程一栏，“科长
材料审核、分管局长审核、省
局审核发证、省局将证书寄至
我局”四个环节被取消，保留
了“企业申请-申请受理-材料
审核-现场评审-企业整改-跟
踪验证-打印并引发给企业证
书”的流程。

有关审核材料，该局取消
了“质量手册、程序文件、食品
安全防护计划、企业市场分析
报告、企业风险分析报告、企
业图片资料”六类。

“审核材料和流程都减了
不少。”李伟说。不过，他还是
一眼看出了问题，在办理时限
一栏，该单位法定时限为“20
工作日”，现行时限为“20工作
日”，压缩时限为“10工作日”，
但就在去年9月，该局为山东
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发“出口食品备案证书”仅
用了5个工作日。

当时，急于将木糖系列、
淀粉糖系列功能食品推向国
际市场的这家公司负责人对
媒体连连感叹说：“真没想到！
5天时间就拿到了证书！”

“办理时限应该还能再
压缩”，李伟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今年3月份，他曾让这些
部门报过一次办理时限，当
时填报的现行时限就比法定
时限短。

正是因为如此“较真”，李
伟和同事也得罪了不少职能
部门。但是李伟认为，如今改
革的“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骨头，就该把累赘的权力
砍掉。

不过，政务服务中心并无
权硬性要求各职能部门去改
变。李伟说，他们需要监察局
的支持，对审批办理过程“再
压缩”进行监督检查。

李伟认为自己更像一个
“审查员”。经他审查后，“不按
要求压减的部门单位，将在市
直通报，并在年终考核时适当
减分；对无故拖延、消极应付
的，按有关规定约谈其主要负
责人或分管负责人，责令其改
正。”

2号公章

要缩短审批，就要压缩审
批办理的环节。在李伟看来，
应该达到“一审一核、审核合
一”，“审查员审查，核准员核
准，两个环节即可，能节省审
批时限。”

张立山就是李伟所说的
这类审核员。

5月19日，在德州市政务
服 务 中 心市住 建 局 服 务 窗
口，一食品有限公司纸箱车
间的基建负责人赵阳来申领
施工许可证。审核过申报材
料，确定符合标准后，张立山
当 场 为 其 打 印 了施工 许 可
证。然后，熟练地从抽屉里拿
出刻有“德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的公章，印在许可证
上。

“当场审核，当场出证”，
一年前还难以想象。张立山
说，以前办施工许可证，申领
人一般要等15个工作日。窗口
人员在收到申报材料后，要拿
回局里，经过科长、分管局长
审核，最后领导签字，才能打
印出证。

值得注意的是，张立山使
用的这枚公章，刻有“2”字。他
向本报记者解释：“1号公章在
局里，2号公章是专门为驻市
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人员而
设，权力等同于1号公章。”

一枚公章解决了以往多
个印章的“麻烦”，也成为权力
下放的“印证”。

5月20日，我省确定今年
第一批取消下放的32项行政
审批事项，下半年还要再取
消下放 1 至 2 批社会关注度
高、受益面广的行政审批事
项。

德州市则打出口号，“力
争成为全国审批流程最优、申
报材料最少、审批时限最短、
服务效能最佳的城市之一”。

自《行政许可法》实施以
来，德州市先后开展了5轮行
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德州市
市长杨宜新认为，“只要法律
法规和中央、省文件没有明确
规定保留的，一律取消。”

在这场自上而下的“简政
放权”改革大潮中，局长们相
继“放弃”手里的印章，反倒让
直接面对企业、市场的普通公
务员成了“实权派”。对此，张
立山笑称，自己更愿意当好

“服务员”。
对于行政审批权，国家行

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认为，有
的“不愿放”，担心权力削弱、
利益受损；有的“不敢放”，担
心失去了抓手，无法有效实施
管理，秩序会失控；还有的“不
会放”，就是不知道哪些审批
权该取消、哪些该下放、哪些
该保留。

而把该由市场做的放给
市场，这才有利于政府集中精
力、集中资源管好自己该管的
事。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李伟
认为自己还需要继续熟悉这
个充满博弈的领域：“这就像
下棋，你不仅需要知道自己下
一步怎么走，更得猜透对方的
整盘棋局。”

““砍砍掉掉””累累赘赘的的权权力力

“简政放权”，在德州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副调研员李伟的眼
里，“简政”是一半，而“放
权”是另一半。

不过对于李伟来说，
他的工作更侧重在“简
政”：“既然是多余的、没
有必要的，可以砍掉的，
为何还要保留呢？”

李伟认为，就像李克
强总理所说，如今已到了
改革的“深水区”，“什么
叫‘深水区’？就是剩下的
都是难啃的骨头，我们就
是要砍掉累赘的权力。”

张立山手里的这枚印章，正是职能部门领导“放权”的证明。 (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段浩然 摄)

大改革中的小日子

(上接B01版）
1976年9月18日，后来被称为

“外星人”的巴西球星罗纳尔多，就
出生在里约热内卢这样一个贫民
窟。18年后，他代表的巴西队在美国
世界杯上夺得冠军，相距巴西上一
次夺冠，已经过去了24年。

现在的巴西人这样形容他们国
家的贫富差别：富人在天上(即乘直
升飞机)，中产阶级在地上(开小汽
车)，穷人在地下(即乘地铁)。严重
的两极分化，使得国家秩序混乱、社
会动荡、人们缺乏安全感。盗窃和抢
劫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里约热
内卢，这里的人都懂得出门要带几
十元的“保命钱”。

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
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
仅圣保罗市就有七个黑社会集团，
就在2006年5月，圣保罗和里约热内
卢的黑社会势力甚至公开向警察挑
战。

此次世界杯期间，来自全球各
地记者们对此也深有体会，因为描
述“被偷，被盗，丢东西”的新闻成为
除球赛外最多的花边报道。

经济不发展，万万不行，但仅靠
经济发展又不是万能的，必须重视
社会均衡发展尤其是民生等社会问
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又不啻巴西
这个“先行者”给很多注重经济发展
的后来者们提供最重要的提示。

巴西90%城市化率之痛

“巴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
这些社会问题，我们多多少少也存
在。”周志伟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我
们实际也处在一个经济增长比较
快，但存在社会和民生问题与之不
相协调的问题。

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城
市化问题：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
城市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是一
个大的趋势，众所周知，目前城镇化
是我国大力推进的一项战略性政
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初的一项统
计，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
到了53 . 73%。资料显示，在2050年
之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
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平均需增长
1%左右的城市化率。

在此大背景下，“北漂”、“民工
进城”、“农民进社区”等成为近些年
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地城镇化浪潮
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周志伟看来，越是在这种时
候，对于城市化的发展越需谨慎，因
为巴西此前的发展以及种种社会问
题，便与城市化的无序、恶性发展密
切相关。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巴西的城
市化率已经达到了约90%的水平。

伴随着过去数十年的经济发
展，城市生活的便捷、舒适使得该国
大量农民一拥而入，进入包括里约
等巴西大中小城市，但问题是，工业
的发展难以支撑起数量如此之多的
人数就业。伴随着城市快速膨胀，就
业、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接踵而
至。

城市化人数在“数字上的好看”
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大量人口进
入城市，没法给他创造就业，无收入
就无法买房，规划生活，所以就有了
贫民窟，形成一种现象。可以说，巴
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与这种无序
城市化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户
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动阀的
作用。”周志伟说。从巴西的教训来
看，如果完全放开户籍，极易产生难
以预料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目前巴西已经完
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转型，
只是进一步升级的问题，而中国显
然连这点都还未完成。

城市化不是人口往城市流动，
如果流动后要在教育、医疗、工作方
面跟不上，会产生很大问题，周志伟
认为，这就需要工农政策的均衡发
展问题，不可一蹴而就。好在现在中
央已经注意到这点，提出“以人为
本”的城镇化策略。

“其实我们关注巴西，研究巴
西，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发
展。”周志伟最后表示。

巴西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桑巴
和足球。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
来说，现在我们对于巴西的全面关
注，不是多了，而是依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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