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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前前材材料料成成箱箱装装
现现在在可可全全程程网网办办

“放管服”改革升级，“零跑腿”事项推出第一批

本报记者 邢振宇

“以前要跑四五趟
现在最多跑一趟”

深化“放管服”改革，一场
深刻的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
正在齐鲁大地落地生根。

“食药行业许可办理十分
麻烦，如果企业对相关条件要
求把握不准，需要来来回回多
次跑省局递交或补交材料。书
面材料很多，都是成箱成箱
的。最怕材料还没清理完就到
了下班时间，你总不能不让人
家下班吧！这事想一想头就
大！”我省一食品企业负责人
对“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利
深有感触。他说，之前企业办
审批平均要往济南跑四五趟，
现在最多领证的时候跑一趟。
如果没时间去领，还可以选择
快递投送。

这一切，得益于我省食品
药品监管局推行的“放管服”
改革，在全国食品药品省级行
政许可领域率先实施的“全程
网办”模式，“网上申报、网上
受理、网上审评、网上审批”让
企业随时申报、政府加班审批
成为可能。现如今，在省局“全
天候”网上政务服务大厅，不
论时间早晚，申请人可随时上
网通过在线申报端口上传申
报资料。整个审批过程全部网
上完成，不用跑腿、不用排队、
不受机关上下班时间限制。申
请人都不用“登门”，全程网上
办理“零跑腿”，证照通过快递
送到家门口。

“企业早一天拿到证就能
早一天生产，所以，尽管规定
的审批办理时限是20天，我们
仍要求大家力求‘日清周结’
尽量提前。务求人人手头不压
活，只要符合标准和条件的，
早批一天算一天，少跑一趟算
一趟！”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林
炳勇处长表示。

削权减证
减少对微观经济干预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推行
的“放管服”改革只是山东以
壮士断腕的精神再造政府职
能众多改革中的一项。11月8
日,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关于打造“十最”政务环境
助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的实
施意见》。济南将通过实施33
项改革举措,打造济南史上最
优的政务环境,让企业和市民
办事更加便捷。济南市政务服
务中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
市中率先推出双休日对外服
务，率先研发使用行政审批服
务大数据平台的举措，并在今
年 9月荣获中国“互联网+政
务服务”创新奖。12月 14日，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试点城市，青岛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青岛市全面
推行审批服务“零跑腿”，审批
服务事项“立即办、当天办、网
上办”，方便办事群众。

山东省发改委副巡视员、
新闻发言人关兆泉说，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我们将坚持改革
引领、法治思维，强化主动服
务，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我省正以打造“审批
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
量优”的政务环境为目标，深
化“放管服”改革，开展削权
减证、流程再造、精准监管、体
制创新、规范用权“五大行
动”，推行“一窗受理”“一网办

理”、联审联办、全链条办理等
行政审批新模式，减少政府对
微观经济的干预，最大限度地
向市场放权，营造诚信、公
平、法治的市场环境和生机勃
勃的“双创”生态环境，让企
业安心经营、潜心创业、放心
发展。

八千多事项“零跑腿”
近三万事项“只跑一次”

办多事，跑一次腿，甚至
不跑腿就办成事，正在山东各
地变成现实。

目前，在青岛市审批服务
大厅“立即办、当天办”事项比
例已达到50%以上，100%入驻

事项可实现办事群众“只跑一
次腿”，40%入驻事项可实现办
事群众“零跑腿”。马上进入
2018年，明年济南将全力打造
“十最”政务环境，计划于2018
年 7月 1日前全面实施“零跑
腿”和“只跑一次”事项清单制
度，对确需多次办理的事项，
实行“你不用跑我来跑”的服
务模式。

今年8月，山东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
政务环境的意见》，要求省直
各部门(单位)和市县政府于
2017年9月底前分别推出第一
批“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
项清单。“零跑腿”事项是指企

业和群众通过网上或自助终
端等方式即可办理，无需到部
门(单位)提交申请材料、领取
办理结果等手续的事项，“只
跑一次”事项是指企业和群众
只需到部门(单位)跑一次即可
办结的事项。

目前，省直有关部门和
各设区的市已如期推出第一
批35998项“零跑腿”和“只跑
一次”事项清单，其中，“零跑
腿”事项8540项、“只跑一次”
事项27458项。省级51个部门
(单位)“零跑腿”事项202项、
“只跑一次”事项322项；各市
平均“零跑腿”事项 1 0 1 项、

“只跑一次”事项211项；各县
平均“零跑腿”事项48项、“只

跑一次”事项 172项。清单内
的事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
跑一次”。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才
能真正打通审批事项下放的

“最后一公里”。据介绍，我省
各地围绕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着力解决企业
和群众的痛点、堵点、难点，使
改革由“重数量”向提高“含金
量”“获得感”“满意度”转变。
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建成省级政务服务平台,完成
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目前,全
省各级行政许可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实现了网上公示、预
审、办理、咨询、查询和投诉,真
正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
腿”。

据介绍，“放管服”改革,根
本而言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务
环境是一个城市的软实力，环
境优则城市胜。2013年以来,省
委、省政府将“放管服”改革作
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
刀刃向内,掀起一场从观念到
体制机制的深刻革命,全力打
造“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
服务质量优”政务环境 ,谱写

“放管服”改革的山东篇章。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
推进，为企业群众减负担，为
经济社会增活力。人工智能、
分享经济、大数据等新业态、
新模式、新产业在齐鲁大地服
务质量良好的环境中蓬勃发
展，也标志着新动能的成长速
度变快了。

关兆泉介绍，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建设经济文化强省，
产业是关键和载体。我省坚持
做好“存量变革”和“增量崛
起”两篇大文章，加快“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努力打造十
强万亿级产业集群。经过认
真研究，我省梳理出“10+2”
重大项目。目前，在全省各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10+2”重
大 项 目 已 取 得 了 实 质 性 进
展。比如，高端石化基地建
设，已经编制形成国家级高
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实施方
案，芳烃、乙烯等大项目纳入
国家《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
案》。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建设，已编制总体方案，开
展了高标准规划研究，健全了
领导小组、管委会等组织架
构，正在加快跨河桥隧规划建
设等工作。

关兆泉说，我省按照“大、
新、好、实”的标准，建立了高
水平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从
各方面提报的3700多个项目
中，经过4轮评估调整，筛选确
定先期储备项目600个，总投
资3 . 8万亿元。同时将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手段，打造
重大项目管理服务平台，最终
形成“全省一张图、一个项目
一张表”，实现对项目管理、推
进、监管、服务的全过程覆盖，
推动项目落地落实。还要创新
科技、土地、财税、金融体制机
制，积极争取在综合试验区复
制推广自贸区各项政策，先行
先试国家级新区、自主创新示
范区等试点政策。

今年以来山东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我省正以打造

“审批事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的政务环境为目标，深
化“放管服”改革，刀刃向内，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再造政府职能，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大限度地向市场放权，更好地为
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清障搭台，加油助力。

一名济南市民利用正在使用济南政务服务中心自助系统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五年削减超一半

2013年以来,省政府分11批累计削减省级行政审批事项601项,提
前完成了本届政府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二分之一的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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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济南市民正在使用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自助系统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全省各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2015年底已全部取消

新动能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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