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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走”建立联合辅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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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

确提出，“继续优化投资项目审批，

大力推广多评合一、企业投资项目

承诺制等模式，一般性企业投资项

目全流程审批时限要压缩至 100

个工作日以内”。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简称工改）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和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内容。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巩魁生说，

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做好“加”“减”法至关重要。

减法主要是“减、放、并、转、调”，

是对原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

程、环节、时限的“瘦身”；加法则

主要侧重“服务”，在推进工改过

程中相关主管部门提供更多的贴

心服务，让前来办事的群众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

做好“减法”，“一张蓝图、一个

窗口、一张表单、一套机制、一个系

统”是河南工改关键所在，牵住“牛

鼻子”，就可少走弯路。围绕工改，

河南持续借力发力、顺势而为,通

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再造审批

流程,精简审批环节,推进并联审

批,实行联合审验,推进区域评估和

多评合一,容缺办理和告知承诺

制。如今,“五个一”审批管理体系

初见成效，“多规合一”实现重大突

破。“豫快开工”顺利上线，标志着

我省工改工作实现重大突破。

为了实地感受我省工改成效，

记者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政务大

厅采访时看到，“豫快开工”方便快

捷，简化高效，让前来办事的企业

效率大大提高。

做好“加法”，郑州先行先试。

实践中，相比较以前冗繁复杂的程

序、流程和环节，工改实施后，确实

带来了极大便捷，企业和群众办事

效率大幅提高。但随着改革不断

向纵深推进，郑州市在推进改革过

程中也发现，虽然程序和流程简化

了，但审批“快节奏”遇到了企业

“慢适应”，一些群众对一些服务项

目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改

革之后，如何让群众“适应改革”，

办事更清楚、更明白？这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

郑州市紧紧抓住全省工改工

作试点这一历史机遇，创新地以联

合辅导为突破口，建立联合辅导机

制，通过线下建好阵地、线上完善

系统、全程跟踪研判，在联合辅导

中实现了政府靠前服务、部门业务

融合，项目单位学懂吃透改革措

施、内部流程积极应接，政企亲清

沟通、双向发力，推动了改革政策

快 速 落 地 ，走 在 了 全 省 前 列。

2019 年上半年，全省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时限压缩至 120个工作日

以内，郑州市压缩至 100个工作日

以内。

窥一斑而知全豹。改革重在

落地，难也在落地。“郑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联合辅导机

制是郑州工改的创新实践，我们通

过对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联合辅导情况的调研，总结

其好的经验和做法，希望对全省其

他地区推动相关政策措施从纸面

上落到审批中能有一定的启发作

用，从而确保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在河南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巩魁生表示。

从 4 月 23 日启动工改攻坚到 11 月 20 日已历

时半年，目前郑州市改革机制基本建立，累计疏

通 31大类 108项堵点问题，10月 1日起新系统、新

流程、新机制已全面正式运行，整体运行平稳有

序，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改革成果，集中体现为

“1+10+44”闭环政策体系，即 1 个总体实施方案，

10类流程图，44个配套制度文件。

1.审批事项由 279 项压缩至 159 项，精简率

43%，申请材料精简率为 55.3%，让企业群众办事

一目了然，让部门审批有章可循。对申报材料进

行整合，梳理了 7类“一表通”均已配入系统，材料

由原来的 642 项取消 92 项、共享 220 项、保留 330

项，取消和共享事项群众无需再重复提交申报材

料，大幅精简了群众办事所需材料。

2.创新编制了中介服务、公示、现场踏勘、技

术审查 4张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实现“清单之外无

审批”。其中，审批服务事项清单保留 116 项，涵

盖行政许可、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接入服务、行政

确认、行政征收、其他职权、政府内部事项 7 大类

型，一步到位减掉了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办理、建

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等 20 个审批服务事

项，仅商品住房项目套型结构比例认定 1 项就节

约 10 个工作日；削减中介服务事项 25 项；取消无

法律法规依据的公示事项 21项；整合现场踏勘事

项 30项；清理规范不合法、不合理、不必要的技术

审查事项，保留 18项。

3.分 10 类制定不同类型工程建设项目流程

图和分阶段并联审批实施办法，初步形成了以 44

个制度文件为支撑的闭环政策配套体系。批前

阶段：拟定了项目策划生成、多规合一、区域评估

3 个实施办法；批中阶段，制定了简化立项、并联

审批、联合验收、中介服务等 14 个配套措施和机

制，施工许可、供水、供电、燃气作为政务环境 7个

评价指标中的重要 4 项，服务时限整体压缩了

40%；批后阶段，制定了豁免清单、告知承诺、“黑

红名单”管理 3个配套制度。

4.对 116 个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进行

标准化规范和流程再造，联合辅导新机制运行以

来，累计为 71 个项目提供联合服务，得到项目单

位的高度评价。

5.开发建设了基于“1+3+N”（即依托政务服

务“一张网”，项目策划生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效能监督系统等 3个主系统，投资在线监管

平台、信用平台、短信平台、电子证照库等 N 个业

务平台）整体架构的“大系统”，自 7 月 1 日新系统

上线试运行以来，全市所有新报建的工程项目全

部纳入平台审批，市县两级已在线办理 813 个项

目、1784 项审批服务事项，基本实现“平台之外无

审批”。审批时限由平均 340个工作日压缩到 100

个工作日内（目前流程审批时限最长 74 个工作

日、最短 30 个工作日）。其中，办理频率高、企业

关注度高的社会投资出让用地类项目（占总项目

的 73%），行政审批、技术审查、公示、现场勘查全

流程 64 个工作日，较改革前平均时限压减 276 个

工作日，压减率 81%；仅联合验收一项，由改革前

77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可为企业节省

62个工作日。

建立联合辅导机制 推动政策快速落地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郑州探索”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2019年前

三季度，河南省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8003.5

亿元，同比增长 11.4%；完成建筑业税收

376.71亿元。建筑业已成为全省经济建设

的重要引擎。

如何把建筑业“蛋糕”做大做强？河南

省顺势而上、借力发力，紧紧抓住简政放权

“总开关”，在“放管服”上见成效。

工改无疑是关键一招。河南省以“豫

快开工”为主题，在政务服务网开辟“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特色服务专栏，打造“豫快

图说、豫快承诺、豫快提交、豫快审批、豫快

解难、豫快监管、豫快服务、豫快反映”8大

板块，解读工改政策。只要点击“豫快开

工”专栏，就可直接进入地市审批管理系统

办理，操作简单、方便快捷。

郑州市走在了全省前列。据郑州市

副市长吴福民介绍，作为全省工改工作

试点，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郑州市

市长王新伟亲自担任工改领导小组组

长，下设改革攻坚组，组建了市县两级 89

人的攻坚团队，采用扁平化、去层级、跨

部门、全脱产集中办公，专人专班专责对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系统性、整

体性改革。

郑州市市长王新伟在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攻坚启动之初，就明确要求秉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问题导向

和民本导向贯穿改革全过程，紧贴企业和

群众实际需求，以刀刃向内的改革，打破一

切条条框框限制、扫除一切藩篱制约、疏通

一切堵点痛点，以钉钉子精神补短板、强弱

项，着力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将郑州打造成“审

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群众体验最

优”的政务服务标杆城市。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郑州市在推进工

改成果落实过程中，查摆梳理出制约改革

措施落地的“一窗受理”推行难、审批标准

不透明、部门业务不协同、阶段之间不衔

接、中介不规范等 5大瓶颈问题。为解决

这些问题，攻坚组围绕改革以后“企业懂不

懂、部门用不用、改后行不行、效果好不

好”，从政府服务供给与市场主体需求不匹

配等方面着手，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开展主

动靠前服务，通过“五步走”，探索建立了联

合辅导机制。

顾名思义，联合辅导是指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职能部门按照“服务优先、辅导靠

前”的要求，根据项目单位办事需求，选派

专业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辅导队伍，主动、

全面、系统地就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条

件、办理流程、申请材料、表单填写、材料

预审等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咨询辅导服

务，提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的一种政

府主动服务方式。通过联合辅导机制，让

部门最懂业务的人从审批后台走向联合

辅导室，主动为企业项目提供“集成化、阶

段化、联合式”辅导，变原来“一对一”“肩

并肩”辅导为“多对一”“多对多”的多元化

联合辅导。

第一步，完善制度设计。郑州政府层

面发布了《郑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联

合辅导实施办法》，按照项目单位自愿、

部门不增加审批前置和环节的原则，在

审批的 4 个阶段建立“一家牵头、共同参

与、联合辅导、一次告知”的工作机制，将

原来 21 个部门与项目单位的分项辅导，

变为“多对一”“多对多”联合辅导。同

时，制定了辅导内容、辅导流程、辅导人

员职责等配套制度，按照项目分类又分

阶段编制辅导手册，上一阶段审批完成，

提前预约、告知下一阶段辅导内容，实现

辅导无缝衔接。

第二步，建立联合辅导队伍。郑州市

将各个审批部门、公用设施提供单位的 40

余名业务骨干组成联合辅导队伍，加强业

务培训，分阶段联合综合辅导，实行一次告

知，减少跑腿次数。同时，发布《郑州市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代办服务工作规则（试

行）》，建立队伍提供全程代办帮办陪办服

务，确保辅导效果。

第三步，开发联合辅导模块。郑州市

在工改系统中专门开发联合辅导模块，

配置了辅导登记、项目查询、申报指引、

一次告知、问题统计、分析评估等 6 大功

能，实现辅导留痕、履责可查、绩效可评，

运用大数据，分析高频问题，及时研究措

施改进。

第四步，固化辅导场所。设置立项许

可阶段、工程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竣

工验收阶段 4个联合辅导室，分别由发改

委、资源规划局、城建局牵头值班值守辅导

室，配齐辅导手册、样表及各类工作器材。

建立县级领导值班制度，设置总值班室、总

协调室，进一步固化辅导机制。

第五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通过

联合辅导，及时搜集项目单位需求，发现

改革不足，迅速研究改进措施，不断完善

改革。

通过“五步走”，郑州工改取得了显著

成效。一是企业准备材料的时间大幅压

缩，辅导过的企业阶段报批材料基本 10天

左右即可完成申报，比原来分项申报至少

减少 20天。二是企业准备材料的质量大

幅提高，辅导过的企业资料准备齐全，表单

填写准确，受理一次性通过率达到 92%以

上。三是项目落地速度大幅提高，以第一

个经过全流程辅导的项目为例，从项目立

项到获得施工许可，审批用时 35 个工作

日，跨度时间 90天。与改革前相比，跨度

时间减少 245天。四是企业获得感大幅提

升，根据电话回访、会议座谈、问卷调查等

结果，辅导过的项目，满意率达到 98%以

上。五是改革进程大幅加快，通过联合辅

导及时发现问题、打好政策“补丁”，精准打

通改革落实的堵点，疏通了政策落实的“末

梢神经”，不但项目单位更加主动适应、拥

护改革，而且部门业务协同与融合也大大

加快。

联合辅导机制是郑州市的创举，对全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带来了哪

些启示？河南省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王建国认为，联合辅导机制带来

了“四大启示”，有利于工改政策的快速

落地。

联合辅导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美好实

践。在标准化、规范化和流程再造基础

上，分阶段编印的咨询辅导手册，满足了

企业群众在办事前想清楚地知道事怎么

办、表怎么填、材料要哪些、受理标准怎么

达到的愿望，是在一线服务中贯彻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接地气措施。为

解决在辅导中发现的问题，相继发布了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和“住宅及建筑物

名称备案”中不一致问题的指导意见》《关

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机制的

意见》，很好地呼应了项目需求。在项目

名称问题上，一方面发改部门在“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时要主动与民政部门进行内

部沟通，为项目单位给出名称选定指导意

见；另一方面两个部门办理名称备案事项

时要把对应地块编号一同备注，如遇到两

个备案名称不一致，办理后续手续以“住

宅区及建筑物名称备案”时的为准，不再

要求项目单位进行名称变更，有效解决了

办理手续“翻烧饼”问题。

联合辅导是站位整体政府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联合辅

导打破了部门之间的界限，“一家牵头、共

同参与、联合辅导、一次告知”的工作模式，

既推动部门之间在辅导阶段的业务、标准

规范提前融合，又促使审批中部门之间业

务协同；既推动线上辅导线下平台深度融

合，又使并联审批前后阶段有机结合、无缝

衔接。

联合辅导既有利于建立畅通有效的政

企沟通机制，又有利于“阳光行政”。“多对

一”“多对多”的联合辅导，在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工作中建立了畅通的政企沟通渠道，

不但实现了办事环节、流程公开透明，又可

压缩部门之间的审批自由裁量，形成一致

标准，推行“阳光辅导”，又可使项目单位顺

畅申报，有效杜绝中介不规范，减少或者杜

绝审批腐败。同时，审批人员从“审批后

台”走进联合辅导室，“多对一”“多对多”

“肩并肩”“零距离”的批前辅导，也拉近了

政府与企业的距离和感情。

联合辅导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成果的培训平台。通过联合辅导，不但

使审批职能部门进一步在实践中学习了解

改革、把握政策，提高审批效率，而且也使

项目单位在辅导中学会、弄懂改革政策与

措施，进而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完善内部

工作流程，提高企业内部办事效率，政企相

向，使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郑州市副市长吴福民表示，下一步，郑

州市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使其成为政企

沟通的更有效平台，通过机制的推行和进

一步完善，使联合辅导更好地发挥政企沟

通的功能，更好地发挥“发现问题—跟踪研

判—健全机制—完善提升”的功能，成为工

改工作的亮点。同时，完善辅导系统模块，

坚持“互联网+”思维，根据辅导需求和改革

需要，继续完善系统六大功能，尤其大数据

分析功能，提升精准施策能力和水平，形成

符合郑州实际、彰显郑州特色的政务服务

品牌。

策划：朱培伦 李庆伟
统筹：谭勇 李朝锋

通过数据看
郑州工改成效

（截至2019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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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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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改系统数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