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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最快只要 18 个工作日；用户申请至通水通气，3 个工作日以内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
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实行“
极简”审批……近日，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全省 2022 年度深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优化“办理建筑许可”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提升企
业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
王纪洪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吴跃强

减环节、减材料、
减时间、减费用
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最快只要 18 个工作日
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
最快只要18个工作日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 ， 不 断 激 发 市 场 主 体 活 力 ， 在
减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
减费用 方 面 取 得 了 初 步 成 效 ， 审 批
效能明显提升， 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不断增强。
为进一步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实效，更大力度提升“办理建筑许可”
营商环境水平，我省提出，持续深化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推动形成
全省“
不用求人、依法依规、便捷高效、
暖心爽心” 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和管理体系，对标优异等级打造“办理
建筑许可”一流营商环境，助力全省政
务服务向一等省份迈进。
全面对标先进地区、 对照一流营
商环境， 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推进审批事项标准化，大力
破解工程建设项目的“痛点”“
堵点”问
题，进一步优服务、简环节、压时限、降
成本、强监管，不断规范完善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流程、行为和服务等内容，推
动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限
压缩至 110 个工作日， 最短 18 个工
作日，全省平均 60 个工作日 （
、
），持续提升企
业办事便利度和满意度。

审查 中介服务等用时

含技术

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
实行“极简”审批
我省提出，打通审批堵点环节，优
化审批流程。 不断完善“
多规合一”业
务协同平台功能， 简化项目审批核准
手续、理顺业务协同机制、规范项目策
划生成程序， 切实提高通过“一张蓝
图”策划生成项目数量和比例。为进一
步推动实现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
“
拿地即开工”创造条件。
分类优化审批流程。 全面落实社
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施工图设计文
件审查告知承诺制、取消强制监理、简

易联合验收等改革要求， 审批时间控
制在 18 个工作日内。 在安全可控前
提下探索更大范围、更加精简的“极简
审批”模式。对于为应对突发事件需要
紧急建设的项目，通过建立绿色通道、
部门集中会商等方式，提高审批效率。
对于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海绵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等， 由各地根据一事一策原则制定
极简化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全省审批事项
“
一件事项一个标准”
我省提出，统一审批标准，规范审
批行为。 进一步清理取消地方违规设
立的审批事项和条件， 优化全省统一
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 使之
与全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全省行政
备案事项清单相衔接。 省直部门要细
化审批事项的办理条件、办理流程、审
批环节、收件材料、收费标准、办理时
限等要求，科学编制办事指南，以具体
办理项为标准细化事项颗粒， 确保全
省“一件事项一个标准”。
全面落实改革公开制度， 完善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一套机制、一张表单
线上线下公开专区， 推出高频事项
套餐式、情景式、主题式服 务 指 南 ，
增强改革措施和审批流程公开性和
透明性，接受社会监督。 加强“通用
综合窗口” 服务培训和考核， 实现
“无差别受理”“标准化审批”。 制定
工程建 设 项 目 审 批 事 项 收 费 清 单 ，
规范审批收费管理。 各级政务服务机
构要将工程建设审批政务服务纳入帮
办代办“
小赣事”。

已实行电子化申报事项
无需收取纸质材料
我省提出，推进全流程在线审批，
提高审批便捷度。 加强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系统与各地不动产登记系统互
联互通， 提升不动产登记办理时效。
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收费纳入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系统管理，规范设立网

上缴费专区。 配置专家网上会审功能
模块，破解“会审难约”问题。 推动部
分即办及备案类事项线上系统智慧
数据多跑路，群众
办、线下自助办，让“
少跑腿”，实现审批效能提升。
做好智能化咨询引导。 完善工程
建设审批系统咨询查询功能，引入 AI
功能，满足企业群众的个性化、特定化
办事需求。 打造工程建设审批系统移
动端，实现相关审批服务由“网上办”
向“指尖办”转变。 各地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办事窗口要因地制宜创造条件，
开展线上线下各种形式的咨询辅导，
对办事群众诉求做到“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
推行审批全流程电子化应用。 推
进建设单位电子签章， 省直各部门要
把涉及用地、规划、施工、消防、人防、
竣工验收备案等各个环节的审查意见
书、许可证等进行梳理，规范制定电子
证照模板，落实电子发证。制定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全过程材料线上归档办
法，全程在线申报、查询和办结证照一
键归档， 原则上已实行电子化申报事
项无需收取纸质材料。

用户申请至通水通气
3个工作日内完成
我省提出， 建立健全本地本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流程、费用、时限和信
用评价等标准体系，切实发挥“
中介超
市”作用，规范中介服务市场秩序，深
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与“
中介超
市”对接，将中介服务事项的成果运用
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着重优化项目
环评、安评、水评、能评等事项，切实提
高中介服务质量、降低中介服务费用。
推行市政公用服务集成办理。 各
地要制定市政公用服务集成办理办
法，对水、电、气和通信报装以及涉及
掘占道路工程、 绿化许可等事项一窗
受理、统一协调、联合踏勘、并联审批，
做到“一件事一次办”。全省用水、用气
报装申请材料要精简至 1 份 （ ） 以
内；办理环节要精简至 2 个 （ ）以下；

含

含

受理用户申请至通水、 通气时间要压
减至 3 个工作日以内 （

不包含外线工
程规划及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 、 用户
内部工程施工及气密性试验等特殊环
节时长 ）。 持续优化线上服务功能，完

善官方网站供水供气服务板块业务功
能，实现线上业务咨询、投诉、报装、查
询、缴费、发票下载、信息变更等业务
办理一体化、集成化，实现一网通办。

民用建筑工程中
探索推行“建筑师负责制”
我省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
善建筑质量控制体系。 通过区分风险
等级、结合信用评价、运用现场指导、
开展“智慧工地”监管等方式，建立日
常工程质量安全的分类化差异化精
细化的现场监管机制， 从细从实
管控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落
实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五方主体
的相关责任和主管部门的监管
责任，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使用
功能。
不断完善“双随机一公开”
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违
反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的
企业，将其不实承诺、违反承
诺、弄虚作假等行为列入失信
记录，推送给相关行政监管部
门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
要依据，进一步规范建筑市
场秩序。
在民用建筑及低风险
工业建筑工程中探索推
行“建筑师负责制”，充分
发挥建筑师的专业优势
和技术主导作用，对建筑
的质量、进度及费用作总
体把控， 并对项目策
划、设计、建设及运行
等进行全流程监督管
理，传承和发展优秀建
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