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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威县市民服务中心，迎
面是大型的显示屏，42 枚废止的
公章就封存在一旁。“成立行政审
批局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突破
口，这是我们当年改革起步的标
志，将彻底成为‘文物’。”蒋志
华介绍。

为破解行政许可“公章四面围
城、公函长途旅行”问题，促进投
资和服务便利化，实现“重审批、
轻监管”向“审批、监管分离”转
变，2014年12月，威县将分散在原
26个部门的166项行政审批权集中
在一起，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县级行
政审批局，用一枚“威县行政审批
局行政审批专用章”取代了原部门
的42枚印章，将审批类项目审批时
限由65个工作日压减为13个工作
日，核准类项目审批时限由60个工
作日压减为10个工作日，备案类项
目审批时限由52个工作日压减为9

个工作日。
威县行政审批局成立刚过“百

天”，全县新增市场主体比去年同
期增长了50%，投资者用资本投了
赞成票，威县正在向外界展示着体
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精简高效。

“审批效率大幅提高，开始企
业纷纷叫好，但不久发现，因为一
个投资项目批下来，大量时间都消
耗在中介服务环节。”蒋志华说，
经过调研发现，中介服务环节多、
耗时长、收费乱、垄断性强，影响
了改革的效果。

半年后，威县行政审批局推出
审批服务改革“2.0版”：对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调查汇总，出
台了《威县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清单》，让大家对中介服务事项一
目了然。

他们利用网络平台组建全省首
个网上“中介超市”，吸纳全国各

地的185家机构、395项资质入驻，
让群众和企业择优选用。中介服务
由垄断变为竞争、由分散变为集
中、由封闭变为公开、由指定变为
竞价，核准类项目全流程时限由
258天压减至105天，备案类项目由
283天压减至105天。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
者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触碰
的问题更深刻，难度就更大。威
县一鼓作气，再次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于 2016 年 4 月推出了审
批服务改革“3.0 升级版”：在全
省率先组建了集审批、服务于一
体的市民服务中心，将分散在 33
个部门的全部政务服务事项，12
个部门的水、电、暖、气、通
讯、金融等便民服务事项集中在
一起，实现“进一扇门，办一揽
子事”。

进一扇门 办一揽子事

保持破局开路改革定力 提升便民利企服务能力
——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威县行政审批局

本报记者 李开

改革进程

1.0版
组建行政审批局，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
2014 年 12 月，威县行政审批

局成立并运行，实现了“一枚印章
管审批”，审批效率平均提高 75%
以上。

2.0版
组建网上中介超市，实现中介

服务市场化
2015 年，出台《威县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实行清单管
理。利用网络平台组建全省首个
网上“中介超市”，让群众和企业择
优选用。核准类项目全流程时限
由258天压减至105天，备案类项目
由283天压减至105天。

3.0版
组建市民服务中心，实现审批

服务深度融合
2016 年，率先组建集中审批、

服务于一体的河北省第一家市民
服务中心，集中33个部门的政务服
务和便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厅覆
盖便民企”，让市民中心真正成为

“市民之家”。

4.0版
统筹“三级平台、两个代办、两

个110”，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2017 年，构建“1114”政务服务
新模式，率先探索“70 证合一”，开
通网上办事大厅，开通“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整合实体终端、网上终
端、微信终端、自助终端，统筹“项
目代办”和“乡村代办”，探索农业
科技服务 110、用工就业服务 110，
构建起三级服务网络。

5.0版
实施“一窗办、就近办、网上

办、承诺办、帮您办”，实现办事“只
跑一趟”“一趟也不跑”

2018 年，推行“五办”服务改
革，实现“一窗办”“就近办”“网上
办”“承诺办”“帮您办”

6.0版
推行“审批承诺办、办事自助

化、服务便民化、招标电子化、管理
标准化”，实现审批服务“全天候、
全区域、零距离”

2019 年，推行“一办四化”改
革，“审批承诺办”实现企业投资项
目审批服务时限压减至 11 个工作
日，增加个人办事事项至 38 项，政
府投资审批类和社会投资核准（备
案）类项目审批时限分别减至 29、
27.5个工作日；“办事自助化”实现
从“人工”到“智能”的跨越，已自助
处 理 违 章 8000 余 条 、领 取 发 票
47000余份、办证100余个；“服务便
民化”实现下放乡镇受理或办理的
事项增至 283 项；“管理标准化”形
成统一、规范、标准的事项清单；

“招标电子化”实现进场交易登记
不见面、投标人报名不见面、网上
开标不见面、土地竞拍不见面。

“在改革的过程中，‘群众’始终是最核
心的关键词。”蒋志华说，要把改革落准落细
落实，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群
众所盼，让群众拥有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
福感。

来自嘉诚会计代账公司的李红燕先到自
助大厅帮一位客户办妥了税务登记，又来到
审批服务大厅帮另一位客户做核名登记。他
们公司主要为一些中小公司提供代办营业执
照、代理记账、开票等服务，从业10年，她
对近几年的变化印象深刻：“原来办个营业执
照得几个部门一家家跑，办税也挺麻烦，经
常要看人脸色甚至托关系求人。”她说，现在
好多事可以在网上或自助大厅办理，既简单
又利索。

正在自助办税机前办理业务的几位人
员，都对新的变化表示满意，他们说，最直
接的好处是不用排队，下班时间和节假日也
能办，“再也不会耽误事了。”

河北亿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
人黄体言顺利完成了与税务部门的沟通对
接，一脸轻松。“我们是从上海引进的高新技
术项目，今年3月底按照威县试点推行的企
业投资项目承诺免审制要求做出承诺后，不
到一个月便正式开工，下个月就要投产了，
比计划工期压缩了一半多。”他说。

黄体言用了“多、快、好、省”4个字概
括对威县审批服务的感受：一是多部门多次
到现场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问题，二是时间快
流程快，三是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和服务环
境，四是省腿省心省力。最终评价还是4个
字：“十分满意”。

从分散到集中，从单一到综合，从县城
便利到全域便利，从传统面对面到线上网上
办，从 1.0 版到 5.0 版，再到正在打造的 6.0
版，威县审批服务改革从根本上推动审批从
权力到服务的转变，带来了市场活力迸发、
示范作用显著的成效。

截至2018年底，威县各类市场主体达到
27000余家，2015年至2018年的市场主体增
量相当于2015年之前历史增量之和的1.5倍。
今年以来，已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19.8万
余件，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继续保持100%。

群
众
有
所
呼

改
革
有
所
应

改革，一场深刻革命，永不停歇。

2014年12月17日，威县将分散在原26个部门的166项行政审批权集中在一起，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县级行政审批局。

迎难而上，破局开路，四年半时间里，作为全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者，威县行政审批局围绕“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改革、涉及制度创新的改革、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坚

持每年一大步，改革不停步，不断破旧立新释放改革红利，多项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不久前，该局获得第九届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集体”殊荣。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威县政协副主席、行政审批局局长蒋志华说，“荣誉就是责任，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优

化服务永远在路上，我们必须坚定破局开路改革定力，努力提升便民利企服务能力。”

残疾人要想办理残疾证，需要
到审批服务大厅领表申请，然后到
相关医院办理证明，最后再跑一趟
领证。在办事过程中，审批服务人
员必须解决此类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如何才能更好地便民利企？

威县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以信息化、智慧化为纽带，统
筹“三级平台、两个代办、两个
110”，于 2017 年启动了“4.0 升级
版”，重点深化了“互联网+政务服
务”：开通了网上办事大厅，尝试
将有条件的事项转移到网上，群众
可选择通过实体终端、网上终端、
微信终端或自助终端办理；规范乡
（镇）、村政务服务平台，统筹“项
目代办”和“乡村代办”，探索农
业科技服务110、用工就业服务110
平台，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率先探索“70证合一”，
搭建涵盖70个证件的电子证照库，

实现一证通用、一码监督。
2018年，威县行政审批局继续

通过深化改革便民利企：将129个
事项延伸至乡镇受理，打破政务服
务属地辖区受理限制，实现“全县
通办、就近能办”；依托河北政务
服务网和威县政务服务手机APP，
全部政务服务事项开通网办、只跑
一趟，16个事项全程网办、一次不
跑；成立代办服务中心，设立“最
多跑一次、党员要领跑”“一次没
办成、我来帮您办”等服务窗口，
大幅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较真碰硬，务实担当，改革的
效果立竿见影。

以残疾证办理为例，办理数量
持续增加，大多数属于就近办理。

“我们每一项改革都是在原来改革
基础上的深化，从发现问题到解
决、再发现问题再解决层层递
进。”蒋志华说。

“今年最新打造的审批服务改
革6.0版，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24
小时不打烊的智慧自助服务大厅，
随时可以来办理多种业务。”威县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薛海兴介绍，他
们引入了省内领先的“互联网+政
务服务+AI”设计理念，通过刷身
份证和刷脸可以享受从“人工”到

“智能”的高效便捷服务。
在一层的办事大厅，5月初投

用，设置了税务、公安、行政审批
等部门的27台自助终端，集自助办
税开票、办理医保社保、换领补领
身份证驾驶证等证照、处理违章、
不动产查询登记等功能于一厅。薛
海兴说，持有港澳通行证的居民在
这里自助办理签注，不到3分钟即
可出证，像在 ATM 机取款一样方
便。而个体户通过智能终端登记系
统，“零见面”就能办理营业执
照，最快只需5分钟。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威县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
为威县兴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颁发营业执照。

▶2014年12月17日，威县
行政审批局工作人员将废止的原部
门行政审批公章进行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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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邱洪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