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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持续优化审批服务 助力经济增长
记者 张贤良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持续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上来，围绕“优

“采摘经济”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环境，稳经济”，积极开展“为民惠企争模范”行动，主动对标全国特色做法，持
续优化审批服务，实现同类政务服务事项审批时间、环节、材料等全国最优。

持续优化管理，坚持极快审批
记者了解到，省发展改革委主动压

前同类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环节我省平均
3 个，长三角平均 3.9 个，全国平均 4 个，

减审批过程，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基层和

分别低于长三角 23.1％、全国 25％。三

企业。项目早储，按照“能早提早，非储

是把窗口授权搞得多多的。将 115 个无

不报”的原则，坚持早年度、早季度提前谋

专家评审、现场勘察等特别程序的政务

划省级项目储备库，中央预算内专项一经

服务事项全环节授权窗口，审批各环节

下达，立即从省级项目储备库中遴选上报

由窗口“一窗对外”，授权率达 69.3％，有

项目。会议快审，制定《安徽省发展改革

效缩短了事项在窗口和机关处室来回流

委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委内管理办法》及

转的时间。

流程图，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谋划储
备、审核申报、分解下达、实施监管、绩效

持续自我加压，坚持极速审批

评估等进行系统论证，能压缩的程序一律

省发展改革委在 2020 年对标沪苏浙

压减，并明确申报中央预算内项目资金原

做到同类事项办理时限长三角最短的基

则上一次会，国家直接明确到项目和资金

础上，主动对标全国发改系统特色做法，

的不再上会。

先后对 159 个事项办理时限进行压减，所

此外，省发改委高度重视资金速下，

有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时限在法定时

对国家下达原则上收文后 7 个工作日内提

限 基 础 上 压 减 2731 个 工 作 日 ，减 幅

出分解建议方案并征求意见，
报委主任办

65.8％，同类事项平均承诺办理时限全国

公会审定后，
1 个工作日内下达。国家明确

最短。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其他权力等

到具体项目、
金额的，
原则上收文后2个工作

同类事项承诺办理时限平均为 7.3 个工

日内转发下达。

作日，长三角平均 14.3 个工作日，全国平
均 12.4 个工作日，分别低于长三角 49％、

持续流程再造，坚持极简审批

全国 41.1％。

申报材料多、办理环节多是影响审批
效率的关键。省发展改革委在确保办件质

持续数据赋能，坚持极便审批

量、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流程再造、网上核

星报讯（杨鸿雁 王辉 陈三虎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日前，记者
来到位于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新桥
大道旁的胡杨家庭农场火龙果大
棚，探寻推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

特色火龙果不仅带火了农场

一个个香甜多汁的红心火龙果

“采摘经济”，还为当地群众找到了

挂满了枝蔓（如图），犹如一颗颗镶嵌

新的就业岗位，村民不出远门就能

在碧玉上的红宝石，
放眼望去煞是喜人

实现就业增收。在农场打工的村民

……虽然早已过了立冬节气，
但是火龙

吕桂金说：
“ 我们年龄大了，想找一

果大棚里却没有一点农闲的迹象，几

份打零工的工作都难。现在到农场

个村民正手拿剪刀，忙着采摘成熟的

来干活，活也不重，日常就是修剪修

火龙果。不一会儿工夫，一颗颗鲜红

剪，游客采摘时做好服务，基地内一

的果子便如小山一样装满了篮子。

年四季都有活，一个月能挣 2000 多

来回跑，在指定地点办，是企业和群

“这批火龙果已经是今年的第五

验等做减法，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简单。

众槽心的事。省发展改革委利用信息网

茬了，过年前能一直出产！”看着满眼

把申请材料减得少少的，按照能减掉的材

络技术，让让市场主零跑动，随时办。推

料减掉、能从网上检验或提供电子材料

行“不见面审批”，改“上门办”为“网上

据了解，近年来，蜀山区小庙镇

的不要纸质材料的原则，对申请材料实

办”、
“ 材料审批”为“数据审批”，把纸质

以建设美丽乡村、打造特色旅游为目

推进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当地

行清单化管理，制定《项目审批资金安排

材料变为电子数据，让数据“跑路”代替

标，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特色乡

还积极引导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发展

事项保留纸质申报材料清单》，清单之外

企业跑路。目前，所有事项办理深度均

村振兴道路，着力打造一批集种植、

特 色 种 植 家 庭 农 场 、生 态 园 ，在 政

的申报材料一律取消。近两年来共精减

为四级，可以全程网办，一次不用跑。推

品尝、旅游、娱乐于一体的农业生态

策、资金等方面予以扶持，积极培育

申请材料 236 项，减幅 54.9％，有效减轻了

动数据共享，会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观光采摘园，推进乡村旅游产业成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现代休闲

企业的材料负担。目前，同类政务服务事

部门对 37 个投资审批管理事项申报材料

当地农民致富的“金钥匙”。

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通过“农

项申请材料我省平均 1.6 个，长三角平均

进行整合规范，建立共享数据清单，对项

4.4 个，全国平均 4.6 个，分别低于长三角

目单位在线提交的证照信息、申报材料

拍 照 、采 摘 ，大 棚 里 传 出 阵 阵 欢 笑

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实现农民

63.6％、全国 65.2％。

和部门的批准文件，依托“皖事通办”平

声。
“ 我们剪的都是火龙果熟果，味

增收，让“采摘经济”激发出农村发

台实行信息归集共享，使审批数据全环

美汁多、又大又甜，家里的老人孩子

展新活力，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增

后对 71 个事项分别压减 1 个办理环节，

节、全生命周期畅通，有效解决市场主体

都喜欢吃。”游客王女士说道。

产增效的新路子。

减幅 25.4％，办结即可网上查阅结果。目

多网登录填报、多次提交材料问题。

再者，把办理环节减得少少的。先

丰收的果实，
“农场主”
胡斌高兴地说。

采访中，不时有游客走进大棚，

元，贴补家用足够了。”
小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
年来，小庙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结合辖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业+乡村旅游+生态”模式，推动发展

民生银行宁国支行揭牌开业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入驻宁国
11 月 22 日上午，中国民生银行宣城分行与宁国市政

措。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将以宁国支行成立以及本次战略

府签署银政战略合作协议。同日，中国民生银行宁国支行

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持续助力宁国市在长三角一体化高

正式揭牌开业。这是首家进驻宁国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质量发展中打造“五个新高地”典范城市。

银行，也是民生银行进一步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倪志品致辞指出，宁国市正积极打造长三角区域一流

重要布局。

营商环境，与民生银行的牵手合作正当其时。民生银行宁

民生银行合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孔庆龙，宣城市委常

国支行的开业，标志着宁国实现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委、
宁国市委书记倪志品出席此次银政战略合作签约暨民生

入驻的新突破。后期，宁国将以“最大努力”
“ 最大诚意”，

银行宁国支行开业启动仪式，
并分别致辞。民生银行合肥分

提供“最佳环境”
“ 最优服务”，力促双方携手共进、合作共

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赵宗杰，
宁国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金庆文、

赢。提出希望民生银行一如既往关注宁国、扎根服务宁

宁国市政协主席陈柏平，
宁国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盛清，
民

国，强化金融互动、激活城市经济，共创美好未来。

生银行宣城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凯，民生银行宁国支行行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上，盛清、刘凯分别代表双方

长朱敏等参加仪式。宁国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及区域 50 余

展各项金融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以改革促发展，始终与安

签约，孔庆龙、倪志品、赵宗杰、金庆文、陈柏平、朱敏见证

家重点企业、
上市公司负责人等受邀参加开业仪式。

徽建设同频共振。宁国作为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签约。双方领导共同按下宁国支行正式营业启动柱。

孔庆龙致辞表示，民生银行合肥分行自 2009 年开业

县市，在宁国成立支行是民生银行优化资源配置、深度融

以来，始终坚持“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企业使命，扎实开

入长三角一体化、扎实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

同日，宁国支行在支行网点举办开业揭牌仪式，孔庆
龙、赵宗杰、刘凯、朱敏共同为宁国支行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