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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报告

2020 年，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根据《安阳市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和《2020 年全省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系统法治机关建设工作要点》的要求，安阳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高度重视法治政府、法治机关建设工作，把依

法行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职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以党建为统领，在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推进“一证

通办”和“一件事”集成办理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工作开展及取得的成效

（一）加强领导，着力提升法治意识。为切实推动我局法

治政府建设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制定了《安阳市政务服务

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安排》，印发了《安

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2020 年学法计划》，对我局 2020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是成立法治政府建

设领导小组。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局党组成员为副组长，科

室及所属单位负责人为组员的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

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坚实领导基础。

二是认真组织领导学法和职工普法。2020 年，全局共开展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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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6 次，专题学习《宪法》、《民法典》、《行政许可法》、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党的组织机构及基层组织换届知识培

训等内容。积极组织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向平安建设联系点汤

阴县瓦岗乡邶城村群众宣传和解读《民法典》，提高《民法典》

的普及率，推动《民法典》的贯彻实施。三是积极整改。对于

2019 年全市依法行政考核反馈意见中指出的问题，我局及时召

开了专题会议，认真分析和研究，逐项对照整改。

（二）完善议事程序，积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一是依法

依规，推进决策法治化，建立健全了重大行政决策法律咨询、

风险评估、专家论证、合法审查“四位一体”法律风险防范体

系，在局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中，对涉法问题的合法性、合

理性、可行性，充分征求法律顾问和专家论证意见。在出台重

大政策措施与重大行政决策前，局里严格进行合法性审查，防

止决策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二是集中群智，推进决策科学化。

严格遵守“集体讨论、民主集中、会议决定”的程序，对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和全局发展大局的重大决策纳入会审范围，进一

步增加集体决策和内部会审的研究事项，规范运作程序。三是

注重倾听民声，推进决策民主化。强调开门立规和公众参与，

凡是作出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决策

前，均召集有关部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通过召开座谈会、

发放征求意见表等方式，广泛征求、认真听取基层管理部门及

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扩大公众参与面。

（三）充分利用大数据助力疫情防控。今年春节以来，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形势，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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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做好疫情防控和政务服务各项工作，一是积极配合省

大数据局做好疫情数据排查推送，汇聚重点疫情数据11万余条；

协助司法局排查参加司法考试人员健康情况；积极推广宣传河

南“健康码”，组织超过 135 万人注册健康码。二是积极推广

使用自动化办公系统，协调各方积极用信息化手段做好疫情防

控；三是做好市政府应急管理指挥视频系统运行保障；四是做

好办公业务资源网运维管理工作。在疫情期间，安阳市长热线

和市长信箱即时转作疫情防控应急热线信箱，建立疫情诉求快

速解决机制，2 月份共受理群众诉求 3.2 万余件，向市防疫指挥

部报送群众关于疫情防控的投诉建议 180 余条，被评为全国政

务热线抗疫争先奖。

（四）“放管服”改革专项审计整改取得明显成效。自 2019

年 10 月河南省审计厅对我市“放管服”改革政策落实开展专项

审计工作以来，我市高度重视，特别是今年 3 月份收到《审计

报告》后，以审计整改为契机加大督导力度，坚持立行立改，

借力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审计报告》中列出

全市问题 594 项，包括市本级 91 项，已全部整改完毕，受到了

省审计组高度评价。

（五）全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推进政务服务事

项应上尽上，目前全市网上政务服务事项总数已由去年底的

1146项增至2256项，其中网上不见面审批事项占比达到77.91%，

行政许可类即办件占比 26.88%，行政许可类事项承诺时间压缩

比例已由去年底的 36%提升至 74.49%。积极推进智慧城市政务

服务平台 2.0 升级，推进政务服务“安馨办”APP 开发、“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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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安阳分厅建设。截止 11 月 27 日，“豫事办”安阳分厅接

入事项 75 项。安阳政务服务网累计注册自然人用户 162 万户，

法人用户 1.2 万户，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今年以来，我市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共为企业和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3804082 件，其

中市本级 3108651 件，县（市、区）695431 件。我市电子证照

种类 151 类，推送证照数据 787 万余条。市政务数据交换平台

累计与省平台交换数据达 1 亿 2850 余万条。全市政务服务能力

得到大幅度提升。

（六）重点领域审批服务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工程

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至 50 天以内。在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强力推动下，我市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了全流程

全覆盖改革，涉及“工改”的 20 多个部门全部入驻市民之家集

中办公，设立 27 个综合窗口，由一窗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

统一窗口出件。全面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等事项的“电子化”“不见面”审批，圆满完成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减至 50 个工日的改革目标。9 月 4 日全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经验交流暨工作推进会在安阳召

开。在 2018、2019 年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建筑许可指标

连续两年全省第一。二是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自今年 8 月 1

日起，全市全面推行企业开办“一日办结”工作制，其中企业

设立登记 4 小时以内，印章刻制 2 小时以内，初次申领发票 1

小时以内办结。推行注册登记全程电子化。加强政银合作，与 8

家银行签约，在全市开设 17 个营业执照自助办理服务点，使企

业和群众就近办理营业执照。三是不动产登记便民化改革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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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已实现自然资源规划、房产、税务三家部门办证系统互

联互通，建立了“一窗受理”联动机制和协调机制，不动产登

记申请材料由平均 22 份减少至 9 份，一般业务由 5 个工作日压

缩至 3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类登记由 3 天内压缩至 1 天内办结，

查封、注销等 7 项登记业务 1 小时内办结。

（七）12345 热线工作实现全面升级。今年以来，市长热线

受理量骤增，1-11 月共受理群众各类诉求 356247 件，超过去

年全年受理量。10 月 12 日以来，按照袁市长要求，一是加快推

进 12345 热线系统升级，解决了热线系统陈旧、故障多发、功

能不完善等问题，为热线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出台文件

规范全市政务服务热线管理，目前全市 24 条政务热线除 10 条

因客观原因无法实现夜间服务外，其余 14 条热线已全部实行

7*24 小时服务。三是建立要情周报制度。每周筛选群众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上报市政府，为市领导决策提供民意参考。在第

四届全国 12345 政务热线年会上，我市 12345 热线作了典型发

言。

（八）便民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一是推进一证通办和“一

件事”集成办理。出台了《安阳市“一证通办”和“一件事”

集成办理工作实施方案》，首批确定“一证通办”事项 185 项，

“一件事”集成办理事项 30 项，包括“我要开餐饮店”“我要

开便利店”“新生儿出生”等。成立了 6 个工作专班，逐项目

梳理办事流程、办事环节、所需材料、表格样本等，目前 22 个

“一件事”已具备上线运行条件。力争年底前实现群众办“一

件事”一套材料、一张表单、一次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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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办结。二是推行周六便民服务。从 2020 年 8 月 8 日（周六）

开始，市县两级政务大厅和各专业分厅全面推行周六服务，为

群众提供出入境管理、车驾管、社保、不动产交易、住房公积

金等 36 项高频便民服务，涉及 29 个部门和单位，解决了部分

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三是推行免费刻章

免费邮递复印服务。自 7 月 8 日起，安阳市行政区域内新开办

企业刻制首套印章免费。各县区也都积极采取措施方便群众。

安阳县行政审批局正式运行，实现了“一枚印章管审批”。龙

安区对企业和群众办事申请材料、证照等实行“双向免费邮寄”，

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腿”。汤阴县推行精准全程科学代办服务，

进一步提升了服务企业水平。

（九）《安阳市政务服务条例》立法工作扎实推进。为优

化全市营商环境，根据《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2018 年至 2022

年地方立法规划》和《安阳市人民政府 2019 年立法计划》，我

局负责起草《安阳市政务服务条例》。成立起草小组，引入专

家立法，委托河南兴邺律师事务所开展起草工作。收集、整理

立法参考资料 103 件并汇编成册。深入相关部门和乡镇、村调

研，并根据市人大财经工委、法工委要求，先后到成都、重庆、

济南等地进行立法调研。对于立法工作的重大问题，局党组多

次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向全市 55 家单位、9 个县区政

府发函征求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各

界征求意见。召开起草讨论座谈会 6 次。目前《条例》（草案）

已起草完毕，下周将上报市政府。

（十）加强“互联网+监管”系统数据汇聚。为切实推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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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互联网+监管”工作，结合“放管服”政策措施落实专项审

计中指出的问题，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监管”工

作的通知》，对事项认领和梳理、数据汇聚工作做出了进一步

的安排部署，明确了汇聚数据总量、监管事项覆盖率等 5 项主

要考核指标，从组织领导、责任落实、监督考核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截止目前，我市共梳理监管事项 5902 个，编制检查

实施清单 5476 个，子项总数 21869 个，并且全部录入河南省“互

联网+监管”平台。2020 年，全市主项覆盖率 47.76%，子项覆

盖率 18.03%；汇聚总数 216355 条；系统用户注册量 11579 人。

二、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以上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特色和亮点，但仍

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实体政务

大厅功能有待完善，基层便民服务工作有待加强，线上线下融

合不够等。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抓好“放管服”改革各项政策措施

落实，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加快“数字安

阳”规划建设，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

2020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