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鲜看04 2018 . 8 . 10 星期五
首席编辑、组版/于海霞 美编/王振霞

明年底前百个高频事项“一次办成”
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济南将开展十大重点任务攻坚战

□记者 杨璐

生活日报8月9日讯 优化
营商环境济南再行动。9日，济南
市政府决定在全市开展“十大重
点任务攻坚战”，深入推进审批
服务便民化。济南提出，到2019
年底，重点领域和高频事项将基
本实现“一网、一门、一次”。

新企业手续3个工作日完成

十大重点任务攻坚战，第一
个就是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济
南将由市工商局牵头，推行在线
公章备案新模式，梳理再造银行
开户、涉税事项、企业社会保险
业务流程，实现一次提交、一窗
通办、信息共享、限时办结。到
2018年8月底，全面实现新开办
企业营业执照办理、公章备案、
银行开户、涉税办理、社保登记
等事项3个工作日内完成。

不动产登记办理效率也将全
面提升，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取
消不必要的证明材料。婚内析产、
个人姓名变更、查封登记、异议登
记、抵押权注销登记等业务即时
办结；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业务2
个工作日内办结；涉及实体经济
的不动产登记3个工作日办结；二
手房转移登记、抵押登记等一般
业务5个工作日办结；首次登记及
在建工程抵押登记等复杂业务10
个工作日办结。

简化水气暖报装环节时限

由市城乡建设委牵头，将园
区接水报装业务办理全流程时间
缩短至60个工作日以内，单位新装
正式用水业务办理压缩在17个工

作日内(全过程手续办理10个工作
日，施工工期7个工作日)；将天然
气集中报建客户办理时间压缩至
5个工作日内，在完成建设施工手
续办理后，主城区小型工商客户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安装并通气，普
通工商客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安
装并通气；供热企业自正式受理
用热报装申请后，开展勘查现场、
工程设计等环节的时间总计不得
超过30个工作日。

简化获得电力方面，由国网
济南供电公司牵头，统一审批环
节、统一申报材料标准、统一收
费标准和打通信息孤岛，优化办
理流程，自正式受理用电申请至
送电，10千伏用户平均总时长不
超过45个工作日，低压用户平均
总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月底完成证明清理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由市法
制办牵头，全面清理各种证明事
项，无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律取
消，能够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
的一律取消，能够采取申请人书
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
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代替的一
律取消，可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
取消，开具单位无法调查核实的
一律取消。

编制拟保留的证明事项目
录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未列入清
单的证明事项，一律不得继续实
施。到2018年8月底，完成证明清
理和备案工作。

由济南市大数据管理办公
室牵头，深入推进政务信息资源
共享交换，到2018年9月底前，基
本完成全市人口库、法人库、电
子证照库的完善提升工作。

东城再添南北通道 凤岐路临时通车凤鸣路也快了
今年济南将打通的28条瓶颈路全部开工，已有5条提前通车

总体来看，今年济南拟打
通28条瓶颈路，上半年已全部
开工。其中山水路、电建一路、
河王路、古丰路、旅游路等5条
实现提前通车。

“28条道路共涉及拆迁总
量约22 . 7万平方米，会同各辖
区已完成20条道路的拆迁任
务，其余正加紧推进。”济南市
交通委设施管理处处长杨峰介
绍。其中，舜德路北延、舜世路
中段工程采取边施工边拆迁、
见缝插针作业的方式，突破长
达7年的拆迁“老大难”，向前推
进工程。在道路建设的同时，同
步实现电缆化改造，“杆线迁移
入地，有条件的入综合管廊”，
消除城市“蜘蛛网”。

据了解，目前老刘长山路8
月上旬快车道将实现通车；舜德
路工程路床已通，力争10月建
成；备受市民关注的和平路东延
已突破了多处施工障碍，还有最
后一个拆迁点正在加快推进；舜
世路工程正在破除土石方。名士
北路、经十一路、山大路北段也
日夜不停提速建设，确保年底通
车。 记者 杨璐

相关新闻

28条瓶颈路
有5条提前通车

济南还将由市编办牵
头，依法依规集中行政许可
权，组建市、县区行政审批
服务局，将政府相关部门的
行政许可等事项交由一个部
门行使。2 0 1 8年9月底前完
成组建方案报批，10月份进
行 动 员 部 署 ，开 展 机 构 组
建、事项人员划转、业务交
接等工作。

为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将
由市财政局牵头，落实国家降
费减税政策，清理规范行政事
业性收费，2018年12月底前编
制市级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
费目录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扩
大涉企收费“一张网”覆盖。对
于符合条件的新办纳税人(申
请发票最高开票限额10万元
版以下)，实现发票初次核定
业务即时受理、即时办结。推
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
模式，不断扩大网上办税平台
办理事项，服务好线下办理事
项。申报缴税、发票领用最多
只跑一次，每次申报缴税、发
票领用、发票认证时间均控制
在1小时内。

推进便捷获得信贷服务，
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营管部、
市金融办、山东银监局牵头，
逐步减少对抵押担保和外部
评估的依赖，有效降低企业融
资中间环节产生的各类其他
费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

记者 杨璐

相关新闻

10月组建市、县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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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璐

8月9日，记者跟随济南市“大学
习、大调研、大改进”领导小组办公室
实地调研2018年瓶颈路打通工程进
展情况。据了解，2018年济南拟打通
瓶颈路28条，上半年全部开工，其中
山水路、电建一路等5条实现提前通
车。其余凤鸣路北段、凤岐路、和平路
东延、舜德路北延、舜世路中段、名士
北路等23项正全力加快实施。

凤鸣路北段月底完成管廊施工

9日上午，记者在凤鸣路北段施
工现场看到，综合管廊主体已基本完
成，正在进行回填及道路结构施工。
便道与新建慢车道融合施工，修路期
间既能保持通行顺畅，又尽可能缩减
工期。凤鸣路北段道路建设工程南起
经十东路，北至工业北路，全长5 . 6公
里，规划红线宽50米，两侧绿线各5米，
总宽度60米。

据悉，凤鸣路北段原来道路通行
公交车较少，只有K146路、K122路、
99路、311路，随着周围开发建设，公
交欠缺日趋明显。为此，该道路将在
路面中间位置建设BRT快速公交通
道。更为重要的是，凤鸣路一旦开通
BRT，能进一步方便与中央商务区、
高新区的联系，并在将来实现与轨道
交通的衔接换乘。

凤鸣路北段于今年4月11日开工

建设，原计划今年年底前通车。随着
工程的快速推进，计划8月底前完成
剩余管廊施工，力争11月底快车道提
前通车，年底前完成附属工程收尾。

凤岐路力争下月收尾

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凤岐路路
面中粒沥青摊铺已完成，综合管廊及
地下管线施工也完成了，花砖、路沿
石也已基本完成。为方便周边出行，
快车道已临时通车。因新建道路与建
大花园西门高差较大，为方便小区居
民出入，设置台阶式人行步道，人行
步道旁设置无障碍电动车道。凤岐路
在路面中间位置也预留了BRT通道，

未来与工业北路BRT串联。
过去，凤岐路常年高负荷运行，来

往重型车辆较多，路面坑洼为市民所
诟病。此次凤岐路工程南起经十东路，
北至飞跃大道，红线宽度50米，全长
4509米。设计车辆时速50公里。快车道
宽度29米，设计双向八车道。“现正在
加快推进附属设施施工及收尾工
作。”凤岐路项目经理李炳利告诉记
者，力争9月底完成附属工程收尾。

据了解，凤岐路在管廊内部，首次
利用智能机器人执行综合管廊巡检任
务。智能机器人具备可见光智能识别，
红外热成像精确测温，管廊环境有害
气体浓度检测、温湿度检测，多种巡检
模式以及应急实时对讲等功能。

重点领域和高频事项将基本实现
“一网、一门、一次”

●在“一网通办”方面：市及县区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80%

●在“只进一扇门”方面：市县级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大厅基本实现

“应进必进”，70%的进厅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在“最多跑一次”方面，企业和群众
办事提供的材料减少60%以上，市、县级
100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办成”或“秒批”

审批服务便民化改革要初见成效
●在“一网通办”方面：市及县区

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50%
●在“只进一扇门”方面：市县级

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大厅比列不
低于70%，50%以上进厅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一窗”分类受理

●在“最多跑一次”方面：企业和群
众办事提供的材料减少30%以上，市、县
级30个高频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到到22001188年年底底

优化营商环境总的工作目标

到到22001199年年底底

1 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

2 全面提升不动产登记办理效率

3 简化水气暖报装

4 简化获得电力

5 推进信息共享优化政务服务

6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

7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审批

8 深化中介服务改革

9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10 便捷获得信贷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十大重点任务

凤岐路在路面中间位置预留了BRT。 记者 杨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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