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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数字政府动态》11月刊选取国家级、省级重要政策及会议 19条，其中国

家级重磅政策 3条，省级政策 16条，主要聚焦于营商环境优化、“一件事一次

办”、“跨省通办”、12345热线、数字政府建设等内容。同时，选取上海、浙

江、安徽等地在数字政府领域的先进做法和地方经验，集成为 14条创新实践，

主要集中在政务地图、智能审批、协同办公等领域。此外，围绕 10月底发布的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本期整理各主流媒体发布的政策时评及专

家解读以供参考，同时收录新点数字政府研究院对该指南的原创解读，敬请关注。

一、要闻速递

1.1、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广行政备案规范管理改革试点经

验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行政备案；信息共享；营商环境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广行政备案规范管理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印发河

北、浙江、湖北三省行政备案规范管理改革试点经验。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行政备案规范管理工作，加强行政备案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能够通

过政府内部信息共享、涉企电子证照库等渠道获取有关信息的，一般不得设定

行政备案。要建立和完善协同机制，鼓励将行政备案纳入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统一管理，加强相关信息共享共用，更大力度推进行政备案易办快办。要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坚决纠正以备案之名行许可之实。要充分运用备案信息提升政府

监管效能和政务服务水平，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努力为市场主体发展营造

更好的营商环境。

1.2、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

项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权力监督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文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1/18/content_5727708.htm
https://mp.weixin.qq.com/s/t2L8Uzyq8C1yzjXXglz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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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求，按照公开透明高效原则和履职需要，制定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程序规定，明确行政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履职要求、办理时限、行为规范等，

消除行政执法中的模糊条款，压减自由裁量权，促进同一事项相同情形同基准裁

量、同标准处罚。将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纳入地方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

平台统一管理，积极推行“互联网+统一指挥+综合执法”，加强部门联动和协

调配合，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行为、环节、结果等全过程网上留痕，强化对行政执

法权运行的监督。

1.3、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营商环境；区域协同；市场化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提出

到 2025 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统一开放

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在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将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

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在不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领域，推进

“一照多址”“一证多址”等改革。健全更加开放透明、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

入和退出机制。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畅通行业准营、退出等全流

程通道。在促进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将完善“跨省通办”事项标准和业务规

则，制定长三角一体化“跨省通办”任务清单，明确时间表、路线图等。

二、政策广角

2.1、【上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按照“两个集中”

要求持续推进优化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模式工作的通知 政策

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基层服务；就近办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按照“两个集中”要求持续推进优化市级

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模式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市级政务服务事项“能网办，尽

量网办”“能下沉，尽量下沉”的原则，不断优化事项办理模式，向基层放权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E5NjE2Mg==&mid=2650753424&idx=1&sn=f40526495844945e40e6d246f3e1b758&chksm=86cb673db1bcee2b043f7c00ae4c051bd4d99e957a3a0d4dceb7990cb198f75506299013b780&scene=21&key=8c27e5b3289c0dc2405e54d2ec89e0b7af9394792871e5fcef392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1102/c0b34380c6484d95b4a4b9e12b3a4bd7.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1102/c0b34380c6484d95b4a4b9e12b3a4bd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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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上办理、下沉基层办理，推动企业事项向区政务服务中

心集中、个人事项向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集中（“两个集中”），打造扁平化、

便捷化政务服务模式，更好方便企业群众网上办、就近办，在 2022 年底前，实

现 92 项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模式优化落地。

2.2、【江苏】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江苏省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任务分工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营商环境；市场准入；涉企服务；精准监管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江苏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

性交易成本任务分工方案》，重点聚焦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明确了五个方

面 23 项任务 84 条落实举措：一是持续破除隐性门槛，降低市场主体准入成本；

二是持续规范涉企收费，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三是持续优化涉企服务，降低

市场主体办事成本；四是持续加强执法监管，切实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五是

持续规范行政权力，切实稳定市场主体政策预期。《方案》明确，在降低办事成

本方面，着力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办事、惠企政策快享直达；在提升监管效能方面，

推动开展精准有效监管，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扰。

2.3、【江苏】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推进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实施意见

政策原文

关键词：12345 热线；平台联动；互联互通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推进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实施意见，提到要通过升级改造 12345、110 平台或

建设一体化联动工作平台等方式，加快实现 12345 与 110 平台对接联动，建立工

单警单在线交互通道，规范工单警单标准、受理反馈项目等数据格式，实现双向

派单、跟踪督办、反馈回写、智能监管，做到对接事项网上流转、互联互通、全

程可溯、闭环运行。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2/11/7/art_84418_10655574.html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2/11/21/art_46144_10674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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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安徽】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

的意见〉重点举措》政策原文

关键词：营商环境；审管联动；证照分离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重点举措》,包括“进一步破除隐性

门槛，推动降低准入成本”等五个方面，共 23 条重点举措。文件提到，2022 年

底前，市、县两级编制公布本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动态编制实施规范，依托省

政务服务平台，同源发布办事指南，探索开展审管联动试点，推动审批与监管系

统联通、数据共享，形成“审管联动”事项清单，推动审批工作和监管工作有效

衔接。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2023 年 6 月前，

总结评估并推广“一业一证一码”改革试点经验。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

市场主体登记信息“双告知”精准推送共享。

2.5、【河北】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

管理办法》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数据；应用场景；数据共享

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提到，

应当加强对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的研究，拓展政务数据应用场景，推进政务数据

在行政决策、政务服务、行政执法中的应用。行政决策中应当广泛应用政务数据，

加强对政务数据的清洗、加工、建模和关联分析，为行政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提

升行政决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应当利用政务数据再造和优化业务

流程，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政务数据共享和部门间业务高效协同，深

化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优化掌上办事服务，提高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协同

服务、智慧服务能力。行政执法工作中应当加强行政执法要素数字化建设，充分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规范行政执法环节，共享应用相关政务数据，提高行政执法效

能和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54189791.html
http://info.hebei.gov.cn/hbszfxxgk/6806024/6807473/6806589/704354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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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山西】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一业一证”

改革实施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行政许可；一业一证；市场准入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一业一证”改革实施方案》，要求着

眼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充分发挥市县“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选取

饭店、小餐饮、咖啡馆、书店、农资店、电影放映场所等办件频率高、涉及跨部

门许可较少的行业，通过优化内部审批流程，将一个行业准入所涉及的多张许可

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进一步降低行业准入成

本，提升集成化服务效能，持续推进市场准入领域审批服务便利化。

2.7、【江西】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

件事一次办”“异地通办”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异地通办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异地通办”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实施方案》，从聚焦利企便民高频服务事项（推动社会保障卡

申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和结算、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户口迁移、住房公积

金转移接续、就业创业、婚姻登记、生育登记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涉企

经营许可等事项实现异地办理等）；大力推行政务服务“异地办理”、优化政务

服务“异地办理”模式（全面推行“收受分离”政务服务新模式）、强化政务服

务“异地办理”平台支撑（部署上线至江西政务服务网和“赣服通”的“跨省通

办”“省内通办”服务专区等）、统一政务服务“异地办理”业务规范和标准等

方面部署重点工作，逐步推动更多事项“异地办、就近办”，有效满足企业群众

异地办事需求。

2.8、【河南】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电

子证照等“四电”扩大应用和互通互认实施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电子证照；减证便民

https://mp.weixin.qq.com/s/-PGsF7YXdyI8PEAh1OGq9w
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0/12/9/art_4975_296267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D4rgx8AvadsMl7u_3V8z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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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电子证照等“四电”扩大应用

和互通互认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四电”（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

电子材料）扩大应用和互通互认，让企业和群众办事逐步实现“免证可办”和材

料“应减尽减”。在完善系统建设方面，完善电子证照系统，建设省电子印章系

统和电子签名系统、电子材料应用系统，为政务部门、企业和群众提供便捷的电

子证照应用接口，实现政务部门电子印章制作、管理、状态发布，实现个人电子

签名申请、采集、生成、签署、验签、注销等功能，为具有手写签名环节的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办”“指尖办”依法提供支撑，促进电子材料“随时随地随

签”，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能力。

2.9、【湖南】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数据共享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

升级版的通知，要求加快升级改造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为全省

“一网通办”平台，完善“一件事一次办”专区，打造全省“一件事一次办”PC

端总入口；加快建设“湘易办”政务服务超级移动端，打造全省“一件事一次

办”移动端总入口。深入推进政务数据共享攻坚，推动“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

理相关业务系统与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深度对接融合，支撑全省

统一身份认证、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认证、统一支付和物流等应用能力高

效调用，强化数据共享、电子证照应用，有效满足“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办理需

求。

2.10、【湖南】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好办易办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

升服务效能的通知 ，要求升级完善省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跨省通办”服务专

区，各地按统一标准规范完善本地“跨省通办”服务专区并接入省“跨省通办”

https://mp.weixin.qq.com/s/1EstjybH1dzkOiZsx434Ww
https://mp.weixin.qq.com/s/UPQVW_TdprpFOwzvmuKm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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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专区，推动更多“跨省通办”事项网上一站式办理。依托省政务服务一体化

平台，加快建设“湘易办”政务服务超级移动端，设置“跨省通办”服务专区，

推动证明证照查验、信息查询变更、资格认证等更多高频事项“掌上办”。进

一步简化“跨省通办”网上办理环节和流程，丰富网上办事引导、智能客服功能，

提供更加简单便捷、好办易办的服务。

2.11、【海南】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意见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

实施意见，要求 2022 年底前，省、市、县、乡四级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

升；以政务服务“零跑动”改革为引领，全省“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深入推

进，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标准化、办事指南标准化的配套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政

务服务场所、综合窗口、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网

通办”服务能力显著增强。2025 年底前，全省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水平大幅提升，相同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高频电子证照实现互通互认，“免证办”全面推行；集约化办事、智

慧化服务实现新的突破，“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更加好办易办，

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

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2.12、【海南】海南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海南省公安厅印发《关于推动海南 12345 热线与 110 报警

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工作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12345 热线；平台联动；智能客服

海南省印发《关于推动海南 12345 热线与 110 报警服务台高效对接联动的工

作方案》，文件提到，加强 12345 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实

时全量共享。强化科技赋能，进一步加强 12345 平台能力建设，开发智能推荐、

https://mp.weixin.qq.com/s/2ho6YiXjuhlO59VUHb-m2g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tjgw/202211/a3667a59f0ae46ccbe1ecc931aad67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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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自动转写、自助派单功能。加强智能化客服系统建设，遇突发情况话务量激

增、人工服务无法有效满足企业和群众需求时，智能化客服系统要能对高频问题

进行自动解答，并引导企业和群众通过网上 12345 咨询反映情况。注重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服务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水平提高，进一步提升

企业和群众体验。

2.13、【四川】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联合印发《第一批川渝电子证照亮证互认实施清单》政策原文

关键词：电子证照；亮证互认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一批川渝电子

证照亮证互认实施清单》。要求 2022 年年底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营业执照等 20 项证

书可实现川渝两地互认。具体包括在四川全省和重庆全市范围内，到司法行政部

门办理业务，通过“天府通办”APP、“渝快办”APP 展示律师执业证电子证照，

两地互认。在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养老保险服务时，申请人通过“四川人社”APP、

“天府通办”APP、“重庆人社”APP、“渝快办”APP 亮证申请，两地互认；在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管理机构办理就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金申领时同样互认。

2.14、【云南】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数据共享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

服务效能的通知，要求扩大“跨省通办”事项范围，新增一批高频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事项，巩固已实现“跨省通办”事项实际成果，统一“跨省通办”事项

办事指南和操作规程，便利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提升线上“跨省通办”服务体

验，完善线下“跨省通办”服务模式，推动线上线下办理渠道深度融合，进一

步提升“跨省通办”服务效能；加强支撑能力建设和系统对接，升级省平台功能，

推进系统联通，强化数据共享，夯实“跨省通办”基础。

http://swt.sc.gov.cn/sccom/szfxx/2022/11/14/2112ad86dca04dba80fc985906bb4bef.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5VOZCJXwWA9r3_K9Eux_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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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甘肃】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智能客服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范围进一步提升

服务效能的通知，要求统筹优化线上线下“跨省通办”服务。省大数据中心要会

同各地各有关部门，依托全国和甘肃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加快整合网上办事

入口，进一步统一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电子证照、数据共享等体系，减少页面

跳转，简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网上办理环节和流程，在显著位置提供网上办

事指引，拓展智能客服功能；要继续完善甘肃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

服务专区功能，将更多“跨省通办”事项纳入专区办理；要加快提升“甘快办”

APP 政务服务能力，汇聚高频“跨省通办”事项，推动实现“掌上办”。

2.16、【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自治区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字政府；一网通办；一网协同；一网统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自治区数字政

府改革建设方案》，目标是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四年新飞跃”工作

节奏，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各项任务落实落细。争取利用一年时间，数字政府改革

建设管理体制全面理顺，数字化发展总体设计基本完成，相关领域制度和标准规

范基本健全。政务云网、共性应用支撑、数据资源等基础支撑能力基本满足数字

政府建设需要，初步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政府运行“一网协同”、经济

社会治理“一网统管”，一体化数字政府改革新模式基本定型。

https://mp.weixin.qq.com/s/2znnTk23UWmIPQSmPAwbow
https://mp.weixin.qq.com/s/TjucFtR_KoU9Za69Wwr7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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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实践

3.1、【上海】上海市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从“企业跑腿”向

“数据跑路”

上海建筑工程综合竣工验收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为核心，实现综合竣工验收申请、受理、审批、发证全流程网上在线

办理。在建设工程综合竣工验收环节，建设单位通过“一网通办”登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现“一次申报、一口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发证”的一

站式办理流程，即建设单位网上一次申报，由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牵头组织规

划、卫生、绿化、交通、交警、民防等部门综合验收，并在网上统一受理、录入

结果、统一发证。企业从原先要分别对接各个验收部门减少到仅需对接一家牵头

部门，大大缩减了竣工验收环节，缩短了竣工验收时间，且办理事项不受时间和

空间限制，实现了从“企业跑腿”向“数据跑路”的转变。

3.2、【浙江】浙江省自建应用数已超 4000 个 “浙政钉”构建

数字政务新生态

浙江省政务协同平台——“浙政钉”，在经济运行、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文化教育、基层减负等方面发挥着资源共享、数据共享、

高效协同的重要作用，目前注册用户数已达 180 万，日活率达 84%，已实现省、

市、县、乡、村、小组（网格）六级全覆盖。依托掌上办公 APP“浙政钉”，全

省 180 多万名公职人员接入一个平台进行工作沟通和办公协同，办公效率大幅提

升。依托“浙政钉”开发的浙江省机关内部“最多跑一次”协同办事系统——“内

跑平台”，为全省机关内部办事减材料、减时间、减环节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支撑。

“内跑平台”依托“浙政钉”，实现一号登陆、一个界面、一网融合、一表通办、

一键流转，推进办事流程再造，让材料“瘦身”、流程“打包”，变办事对象跑

腿为网上流转、信息互通的数据跑腿，全面提升机关内部办事效能。

3.3、【安徽】安徽省卫生健康领域政务服务地图上线

依托长三角政务地图，安徽省卫健委创新推出全国首家全省卫生健康领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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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地图，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覆盖、精准化、个性化、智慧化服务。卫生健康类

主题地图致力于集成众多卫生健康领域的服务资源，主要从用户体验、社会热点、

地图点击率等方面梳理了 45 种服务要素，涵盖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 9 种场所类型，7 个试点地市共上线 8491 个场所，其中 426 个综合医院等场

所提供可线上办理的“预约挂号”等热点服务。同时，该地图按照“有生成、有

编辑、有报送、有更新”原则，明确上报、录入、更新、监管等分工，加强对医

疗机构服务网点采集状态跟踪，及时更新各级所有办事网点的新点位、新名称、

新地址、新照片等数据信息，共同保障主题地图信息的实时性、精准性，方便群

众办事及时掌握，避免群众“认错门、办错事”。

3.4、【河北】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试点应用 AI 智能审批等现代

技术手段 助力服务提质增效

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在审批服务中试点应用 AI 智能审批等现代技术手段，

深入推进“审批服务围绕项目落地转、政务服务围绕民生需求转”，助力审批服

务提质增效。AI 智能审批系统对审批过程中的情形、材料、审查规则等关键元

素进行精细化梳理，将原来的人工审查变为由系统研判，系统将上传的各类纸质

材料和电子文档的文字信息进行智能比对、自动研判，输出审批结果。截至目前，

石家庄市已将企业开办、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期/注销、教师资格认定等事项作

为 AI 智能审批试点先行上线，在藁城区、鹿泉区、正定县三个县（区）试点运

行，成功办理审批事项 2700 多件。

3.5、【辽宁&新点】营口升级“一网协同”办公平台 引领政务

办公新格局

营口市以数字化为抓手，在智慧政务领域融入新点软件的数字化能力，携手

建设并升级“一网协同”办公平台，统筹推进各行业各领域政务应用系统集约建

设、互联互通、协同联动，已实现法院、检察院，市直各部门、中省直驻营单位，

各县（市）区委、区政府，园区管委会以及群团等全覆盖。该平台升级政府传统

公文办公模式，聚焦收发文、呈批件、文件管理、会议通知等业务场景，采用电

子起草、传阅、审批、会签、签发、归档等电子化流转方式，赋能政府内外部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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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摆脱对纸质载体的依赖，智能协调单位内各部门工作。在公文方面，平台不

仅集成了领导原笔迹手写签名批示，提高签批效率，还提供表单定制化服务，

满足市里及各区县对公文流转的所有需求。截至目前，共有 100 余张表单和流程

可自由调转切换，真正实现了智慧化电子办公，大幅提升办公效率。

3.6、【福建】“i 厦门”App 推出 6.0 版本政务服务可按需推送

至手机

作为全市综合公共服务和便民服务的统一入口，“i 厦门”App 在厦门市大

数据管理局的统筹指导下，紧贴用户需求特点与关注重点，持续更新迭代，持续

推动各项利企便民政策和办事服务直达直享、一站办理，实现精准化匹配和个

性化推送。此次新版本特别实现了“千人千面”精准服务功能，通过消息精准推

送，主动触达用户，可将每个用户实际需要的政务服务推送到手机里。新上线的

“AI 小助手”功能，让“i厦门”变得更智能、“更懂你”，可以根据用户画像、

使用历史及热门服务等，在 App 首屏聚合板块精准给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

3.7、【江西】“赣服通”5.0 版上线 发布全国首个政务服务数

字人

“赣服通”5.0 打造全国首个政务服务数字人“小赣事”，通过“语音播报”

“智能找服务”“多轮对话+边问边办”三大创新举措，打造面对面、一对一办

事全流程服务，并将与线下大厅帮办代办“小赣事”一起为用户提供有温度、更

便利的服务体验。政务服务数字人“小赣事”可通过“说”“找”“办”三个方

完成一系列智慧服务——例如，语音播报证件到期、结婚纪念日等特殊节日信息

定时提醒；智能推送所需服务入口，一句话快速找到所需服务；多轮对话边问边

办的模式，指导用户完成事项办理。

3.8、【山东】“沉浸式”政务服务新体验 日照推出“VR 全景办

事指南”

日照市借助信息化手段创新服务，破解传统办事指南不直观、不立体、难理

解的痛点，推出服务场景 VR(虚拟现实)办事指南，以身临其境的交互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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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业务的真实场景立体展现在网上，通过实景拍摄、全景展示的形式，全面演

示申办业务的前期准备、人员配备、店面布设、资质申请、开门营业等流程，让

企业和群众“一看就会办”。目前，该指南已投放“线上服务平台+线下办事大

厅”两个渠道，后台深度对接政务服务平台，群众查看时，可点击跳转至政务服

务网申报业务，并提供资料下载、办事链接、地图导航等交互式服务体验。累计

使用量达到 15 万余次，涵盖市、县两级政务服务事项 32 项，办理时间平均缩减

86%。

3.9、【山东】济南济阳：视频 AI 算法赋能社会治理，一网“治”

全城

济阳区把数字管理融入社会治理，创新搭建了全市首家“视频+AI 算法”赋

能平台，为各部门共享的视频加载 AI 算法，给城市大脑装上“火眼金睛”，形

成了覆盖环保、执法、安全、消防、交通等领域的城市运行智能管理体系，探

索出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托政法委雪亮平台，济阳

区汇集了治安、安防、交通、城管、市场监管等 10 余个重点领域的 7500 余路视

频监控资源，在此基础上，平台加载了 25 大类 439 种 AI 算法，可以随时提取视

频资源中的人、车、物等有效信息，对人员闯入、未佩戴安全帽、违章停车、明

火报警等事件及时抓拍分析，让城市“看得清”“想得明”。

3.10、【河南&新点】“亲清济源·政策直达”平台 助企纾困让

政策落地有声

济源示范区打造“亲清济源·政策直达平台”，通过收集企业数据和政策信

息，形成企业画像，为每份政策编制标签，并将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进行智能匹

配，实现由“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通过政策智能匹配、精准

推送、一键查询，向企业展示其所适配的政策、政策匹配度及政策申报路径等相

关信息，着力解决较多企业对各级惠企政策知晓度不高的问题，推进惠企政策落

实落地，真正让惠企政策“找得到、看得懂”，目前平台已汇聚各类政策 500

余条，并为企业拆分解读政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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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湖南】长沙打造“无证明城市” 300 多项政务服务实现

减证办、免证办

长沙加快建设“无证明城市”，持续深化“减证便民”，通过工作联动、技

术创新和数据共享，不断丰富“无证明”应用场景，逐步实现由“减证便民”向

“无证利民”转变。目前，长沙市电子证照库汇聚证照数据总量超 2400 万，“户

口簿”“营业执照”等 40 余类电子证照可在申请人授权后实时调取，群众不携

带任何证照也能办好“夫妻投靠落户”“居住证申领”等高频事项。同时，长沙

计划将所有办件基础信息归集整理，形成动态扩容的历史信息资料库，并可为每

家企业、每位市民建立专属的电子档案。截至目前，长沙已实现 20 多类证明线

上开具，全年产生办件 34 万余件；40 多类证照实现调用共享，“减证办”事项

产生办件 101 万余件，“无证办”的应用场景持续丰富，极大方便了企业和群众

办事，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3.12、【四川&新点】成都市青白江区创新“数字政务地图” 打

造便捷可及智慧政务

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积极回应新时代对政府服务的需求，探

索创新数字化政务地图场景应用，打造集查、看、问、办、约、管于一体“政务

第一站”服务模式，推进政务网点一图统管、服务情况一图可览、办事地点一

键导航、办事咨询一键直达、办事服务一号预约、事前咨询一码可问、办事网

点一网可管。通过“网上办”“掌上办”“远程办”“就近办”等多种方式办理

业务，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简单快捷，体验感、获得感更强。截至目前，政务服

务事项“全程网办”办理率达 92%、“马上办”办理率达 63%，承诺时间提速达

91%。

3.13、【云南&新点】昭阳区数字化政务大厅 2.0 会“思考” 更

便捷

通过深度融合 3D 建模、物联网、人脸识别、移动互联等先进技术，昭阳区

政务服务中心实现办事“加速度”，管理更精准。在办事引导上，大厅在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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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办事区域设置楼层智能导航，建立 3D 楼层俯视图，为群众提供清晰便捷的

楼层路线指引;在行为管理上，大厅借助人工智能分析、图像识别等技术，打造

“数字化窗口”，对窗口人员行为进行监控分析，自动预警超时、离岗等违规行

为，减少大厅人工巡检工作量，提高了监管效率;在考勤管理上，部署无感考勤

功能，通过人脸识别摄像头，主动抓取过往人员的面部信息，实现工作人员无感

打卡和考勤信息自动统计，大厅考勤管理更加便利。

3.14、【青海&新点】“统筹”“创新”双驱动 助推青海省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提质增效

青海聚焦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等问题，持续完善升级

“青海政务服务网”，设立“跨省通办”“全省通办”服务专区，着力打通业务

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拓展深化网上办理，以数据通、系统通、业务通，促进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推进“跨省通办”。结合省情实际，青海积极探索民生社保、就

业创业、企业开办等方面办事需求，实现 150 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省域内通办。西

宁市与沿黄河流域 7 个省会城市、17 个市，海东市及所属 4 县 2 区与贵州省盘

州市等分别签订“跨省通办”协议；格尔木市与全国 21 个省（自治区）有关县

（市、区）政务服务部门成立“云牵手联盟”，促进区域“跨省通办”迈上新台

阶。

四、时评

4.1、王钦敏：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指南》聚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决

策部署，明确了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总体框架、主要内

容和保障措施，指出了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坚持继承发展、迭代升级，

坚持需求导向、应用牵引，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坚持整体协同、安全可控

的建设原则。重点从八个方面，组织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政务

数据依法有序流动、高效共享，有效利用、高质赋能，为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提

高政府管理服务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国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01/content_57231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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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主任/王钦敏/2022-11-1）

4.2、王益民：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

《建设指南》厘清了国家平台与地方、部门平台之间的关系，推动建立以国

家政务大数据平台为中心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和服务体系，有效促进

政务数据纵向贯通、横向联通，这有利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

设，更好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进一步助力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益民/2022-11-1)

4.3、王佳晨：规范政务数据体系建设 构筑数字政府坚固基石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并非一蹴而就，当前政务数据资源底数不

清、来源不明等瓶颈掣肘亟需突破，但蕴含其中的体制机制牵绊必须依靠持续探

索、不断创新，才能实现政府数字化治理的整体最优布局，所涉及的每一阶段工

作必须落细落实。《建设指南》坚持分段推进、长短结合，持续推动一体化政务

大数据体系建设，按照“一年见成效、三年出成果”的规划目标，提出了到 2023

年底前，体系初步形成，基本具备数据目录管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

分析、安全防护等能力，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著增强，政务数据管理水平明显

提升；到 2025 年，体系更加完备，政务数据管理更加高效，政务数据资源全部

纳入目录管理。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各级政务数据平台建设、实现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刘佳晨

/2022-11-2）

4.4、信通院王跃：浅谈对《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

南》的理解

《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围绕“如何管好数据、如何用好数

据”，提出了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建设目标，明晰了总体架构图景，明

确了政务数据平台业务功能构成，清晰界定了国家平台与各地方各部门政务数据

平台的定位与具体关系，形成国家层面政务大数据体系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视图，

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各地方各部门管理、使用政务数据资源的突出问题，提出八

http://www.gov.cn/xinwen/2022-11/01/content_5723178.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1/01/content_5723171.htm
http://www.gov.cn/zhengce/2022-11/01/content_5723171.htm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102/c64387-32557354.html
http://cpc.people.com.cn/n1/2022/1102/c64387-32557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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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体化”建设任务，为各地方各部门推进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跃/2022-11-11）

4.5、法治时评：以顶层设计破解政务“数据孤岛”

《指南》提出“一应用一数仓”的理念，使政务数据能够对接到法人和自然

人，应用到具体场景，这有助于深度挖掘和充分利用政务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为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提供条件。与此同时，“人、数据、场景”关联管理

的概念，也为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提供了依托，有助于激发各部门共享共用数据的

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指南》提出“管运适度分离”原则，支持第三方企事

业单位开展运营服务，为解决政务数据运营难题提供了思路。引入第三方专业运

营力量，有利于打破部门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使政务数据实现平台化运营和一

体化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2022-11-9）

4.6、社论：政务大数据体系完善需要建设、运用、安全的统一

首先，在建设方面需要加强全国一体化共享协调。数据需求不明确、共享制

度不完备、供给不积极、供需不匹配、共享不充分、异议处理机制不完善、综合

应用效能不高等问题较为突出等，仍然是当前面临的问题，这是需要着重解决的。

其次是要持续加强政务系统大数据运用的高效性，避免随意性。数据收集和运用

不规范等不良倾向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对待，甚至要严厉追责。其三必须加强对

个人信息的保护，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要追责，尤其是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

任。（第一财经/评论员/2022-10-30）

五、新点解读

5.1、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建设指南的通知》：政务数据一体化——从条强块弱走向条块协

同整体融合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这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加快

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

http://www.cww.net.cn/article?from=timeline&id=643C9AC92CA34D34BC285B0C2DD9DD61&isappinstalled=0
http://www.mzyfz.com/html/1873/2022-11-09/content-1576377.html
https://www.yicai.com/news/101578062.html


数字政府动态

第 21 页 共 28 页

一、起草背景

当前各地在数字政府方面的规划加快政务数据共享，推动电子证照应用领域

的拓展和全国的互通互认，进一步促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公共信息资源的

开放力度及实效性提高，各级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成效显著，数据共享

和开发利用取得积极进展，一体化政务服务效能大幅提升。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南》中要求，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

大数据体系建设，加强数据治理，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

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确保各类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进入

了全面提速的新阶段，对政务大数据体系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为集中破解当前政务数据改革中的一系列突出难点堵点问题，《指南》从全

局视角出发系统地谋划了建设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时间表、任务书，以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系统性布局、协同性推进的思路与方法统筹制度、组

织、人员、技术和数据等各种资源，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为各地

下一步“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二、总体考虑

一是引起地方重视。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是数字政府的基础性工程。《指南》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以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管理和应用评价评估体系为标准，加

强政务数据管理与应用，将数据的使用、流通、效能情况与政府绩效关联，激发

各地区各部门主观能动性。

二是强化一体化管理。《指南》明确了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的顶层设

计，加强全局性谋划、一体化布局，厘清了国家平台与地方、部门平台之间的关

系，推动建立以国家政务大数据平台为中心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和服

务体系，统一政务数据框架和标准规范体系，切实破解阻碍政务数据共享开放的

制度性瓶颈。

三是规范政务大数据的建设和流程。为了有效解决政务数据技术标准、管理

规范不尽相同造成建设重复浪费、运营成本高、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指南》

在政务数据管理、技术平台建设和数据治理和应用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深入推进

国家标准建设，同时构建完善的政务数据交换标准规范体系、数据共享交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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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政务大数据体系高质量建设。

四是突出价值导向。《指南》把满足从企业和群众需求出发作为一体化政务

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政府管理和服务场景入手，致力于以业务

应用牵引数据治理和有序流动，进一步推进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协同与应用，

让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五是探索数据要素。《指南》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着力强化创

新思维，注重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公

共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促进数据流通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挥

数据要素的叠加倍增效应，不断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三、主要内容

《指南》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重要

指示的集中体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统筹推进、继承发展、

需求导向、创新驱动、安全可控五个基本原则，提出了近期、远期两个阶段工作

目标，布置了涵盖统筹管理、数据目录、数据资源、共享交换、数据服务、算

力设施、标准规范、安全保障建设的八方面重点任务，将数据作为数字政府有建

设的核心要素，构建了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总体架构，针对当前我国数据

资源体系建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创新数据管理机制、深化数据高效共享和促

进数据有序开放利用等方面提出解决思路，充分发挥政务数据在提升政府履职能

力、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一）建设目标

近期目标：2023 年底前，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形成。

 基本具备数据目录管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分析、安全防护

等能力，数据共享和开放能力显著增强，政务数据管理服务水平明显提

升。

 全面摸清政务数据资源底数，建立政务数据目录动态更新机制，政务数

据质量不断改善。

 建设完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经济、电子证照等基础库和医疗健康、

社会保障、生态环保、应急管理、信用体系等主题库，并统一纳入全国

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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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务大数据管理机制、标准规范、安全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基础设施保

障能力持续提升。

 政务数据资源基本纳入目录管理，有效满足数据共享需求，数据服务稳

定性不断增强。

远期目标：到 2025 年，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更加完备。

 政务数据管理更加高效，政务数据资源全部纳入目录管理。

 政务数据质量显著提升，“一数一源、多源校核”等数据治理机制基本

形成，政务数据标准规范、安全保障制度更加健全。

 政务数据共享需求普遍满足，数据资源实现有序流通、高效配置，数据

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支撑数字政府建设。

 政务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水平大幅提升，大数据分析应用能力显著

增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总体架构

《指南》从全局性谋划、一体化布局，在国家层面提出了建立全国一体化政

务大数据体系的总体架构，明确了国家政务大数据平台内容构成、国家平台与地

方和部门平台关系以及与相关系统的关系，以“自上而下，纵向打通”、“由内

至外，横向协同”的思路，要求发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共享枢纽作

用，推进国务院部门垂直管理业务系统与地方数据平台、业务系统数据双向共享，

通过强化数据治理，依法依规促进数据高效共享和有序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

要素价值，实现数据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

《指南》提出的政务数据一体化管理模式，意味着我国政务数据体系将从条

强块弱走向条块协同整体融合的格局。

（三）重点任务

1. 统筹管理一体化——总体布局、整体协同

《指南》强化总体布局、整体协同，一方面明确了在国务院办公厅的统筹领

导下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区政务数据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完善政务大数据

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在明确数据共享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政务数据供需对接、政

务数据属地返还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最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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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各地区各部门职责清晰、分工有序、协调有力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管理新

格局。

2. 数据目录一体化——全面摸清政务数据资源底数

政务数据目录是数据资源体系的核心，《指南》要求覆盖国家、省、市、县

等层级全面摸清政务数据资源底数，全量编制政务数据目录，通过政务数据目录、

地区目录和部门目录的建设、把政务数据纳入国家政务大数据平台数据共享系

统，实现全国政务数据“一本账”管理，从而实现管理和技术的一体化。

3. 数据资源一体化——强化数据治理建立资产

数据资源一体化是数据资产开发利用的基础，《指南》要求按照政务数据“按

需归集、应归尽归”的原则，通过逻辑接入和物理汇聚两种方式归集全国公共数

据和社会数据，加强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质量控制，推动数据源头治理、系统治

理，形成一数一源、多源校核等数据治理机制。同时完善各行业部门数据资源库

建设，有效增强数字资源高效管理配置能力，最终形成统筹管理、有序调度、合

理分布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资源体系，提升数字政府整体效能。

4. 共享交换一体化——深化数据高效共享

部门间数据交换、业务协同是政府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指南》

整合现有政务数据共享交换系统，构建完善统一共享交换体系，通过建设政务数

据实时交换系统，实现数据分钟级共享，以应用为牵引，加强条块数据汇聚融合、

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提升数据资源使用效益，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和管理

服务效率。

5. 数据服务一体化——提升数据服务集约协同

《指南》要求优化国家政务数据服务门户，整合国家和省两级“政务数据服

务门户”，构建完善“建设集约、管理规范、整体协同、服务高效”的全国一体

化政务大数据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基础能力建设，特别是大数据处理分析、通用

算法库和政务区块链服务体系的建设，支撑各类应用场景创新；建立“一应用一

数仓”的政务数据仓库，为多行业和多跨场景应用提供多样化共享服务，加大应

用创新力度以实现数据服务的价值目标；围绕“数据可用不可见”新技术应用探

索、优化政务数据开放审批制度、开放绩效评估、授权运营等方面推进资源开发

利用，打造一体化、高水平政务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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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准规范一体化——促进数据规范管理服务

《指南》将数据标准规范制定作为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基础，要求在政务

数据管理、技术平台建设和数据应用服务三类标准的建设上重点发力，其中主要

的标准包括基础数据元、云资源管控、数据对接、数据质量管理、数据回流等技

术标准；供需对接、数据治理、运维管理等管理规。通过完善已有关键标准，加

强标准执行力度，推动构建多维标准规范体系，全面夯实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根

基。

六、各地“政务大数据”动向

6.1、北京市积极推动政务数据共建共享 全面提升便民利企服

务效能 原文

北京市以数字政务为抓手，充分依托国家政务大数据平台和市大数据平台，

通过建立一体化联动工作机制，以“目录链”为核心夯实政务数据共享基石；聚

焦民生重点领域，以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政务数据共享落地；积极探索区块链技

术应用，以破解“信任梗阻”为切入点全面推动数据服务能力提质增效等手段，

加快推进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最大限度释放数

据资源的价值与活力。

6.2、《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管理办法》明年一月一日起施

行 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应用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原文

河北以省政府令的形式发布《河北省政务数据共享应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推动政务数据安全有序共享，促进政务数据高效应用，提高

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管理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3、吉林省政数局：深化数据共享应用 助推“数字政府”建设

原文

依托数据共享体系，吉林省政数局不断加强在数据应用领域探索，充分利用

和整合现有交警、运管、市政等公共视频数据信息和网络平台资源，持续拓展疫

情防控、财政年度预算、真假律师识别、社保参保人员核定、社会救助等应用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8387521039328304&wfr=spider&for=pc
https://news.sina.cn/gn/2022-11-24/detail-imqmmthc5778348.d.html
https://www.jl.chinanews.com.cn/szjj/2022-09-01/2102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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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充分发挥数据共享通道和保障作用。

6.4、“让数据流动起来创造更大价值”——“数字江苏”的实

践观察 原文

通过全量化汇聚、标准化治理，江苏建立完善了全省人口、法人、电子证照、

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社会信用等基础数据库，同时按需整合教育、社保、交通、

医疗、水电气等行业数据，建成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主题库、专题库。

6.5、安徽：数据共享，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效能 原文

安徽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与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深度对接、业务数据的实时共

享，做到政务服务事项的统一申报、统一流程监控、统一结果反馈，社会服务统

一接入、统一管理和统一发布。

6.6、重庆在全国率先建成三级数据共享交换体系 原文

近年来重庆强化公共数据资源管理，打破数据“聚通”壁垒，初步完成全市

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建设。在全国率先建成“国家-市-区县”三级数据共享交

换体系，推进数据资源上传下沉和融合应用，启动全市政务数据普查。

6.7、贵州入选全国数据直达基层试点 原文

贵州省大数据局、省政务服务中心联合成立试点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试点

市州领衔“一市州、一场景”建设，推动政务服务“一窗办”“自助办”“移动

办”“视频办”“免证办”等场景部署应用，高质量推进数据直达基层试点工作。

目前，依托“贵州政务云”统筹建设模式优势，贵州省已完成省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升级改造、数据直达系统（地方端）建设、国省平台联调联试等试点任务，剩

余试点任务已全面铺开，有序推进。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4401166274930254&wfr=spider&for=pc
https://www.cnr.cn/ah/news/20221116/t20221116_526063077.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7150958755864070&wfr=spider&for=pc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1118A0337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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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热点前瞻

7.1、国新办举行落实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11 月 16 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提到，为

进一步加快制造业新增增值税留抵退税办理速度，税务部门聚焦制造业进一步提

高政策落实质效，一是系统赋能优先办，二是精细服务便捷办，不断优化纳税人

退税申请方式，实现政策提示自动推送、退税申请界面自动跳转，三是优化流程

快速办，构建“事前预审”机制，对制造业纳税人进行“一户式”信息归集，将

退税审核等工作程序前置。

在维护税收秩序、保障各项税费政策落实上，强化打防结合，精准分类应对，

运用税收大数据开展风险分析和精准选案，实现分类应对；加强部门协作，在数

据共享、分析研判、联合打击和工作督导等方面深度合作，形成打击合力。

在保障契税法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法顺利实施上，实施税费申报一体化，一方

面整合申报表，精简表单和数据项，另一方面集成办理二手房过户涉及的契税、

增值税等业务；积极推进不动产登记办税便利化，实现“一窗办理”。

7.2、国新办举行《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

11 月 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上指出《促

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几个亮点，一是在个体工商户经营权转让上进行了制度

创新，调整了变更经营者的方式，由原来的“先注销、后设立”改为可以直接申

请办理变更登记；二是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和“个转企”，涉及有关行政许可

的，行政许可部门应当简化手续，依法为个体工商户提供便利。下一步将把创新

实施宏观政策与“放管服”改革相结合，积极支持个体工商户稳定发展，继续加

大“个转企”登记的探索力度，发挥信用信息的融资支持作用，加强涉企信用信

息归集共享应用，大力推广“信易贷”模式，有效推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融资实现量增、价降、面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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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江西召开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清单 2.0 版暨“三张清单”1.0

版政策吹风会

11月 22日，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召开全省市场监管领域免罚清单2.0版暨“三

张清单”1.0 版政策吹风会。省市场监管局坚持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化、法治化，

逐步构建了市场监管完备的行政裁量体系，明确下一步将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

施：一是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推动各地各部门分别制定

本地区本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尽快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行

政执法，避免执法畸轻畸重。二是继续开展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各地抓好多领域

轻微违法行为免罚和“首违不罚”清单的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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