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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行政制度改革

短短半年 155 枚“权力红章”下岗
本月中旬，在继今年 4 月取消调整 73

项行政审批事项之后， 西宁市再次对 156
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调整，其中取消各类
资质审批项目 82 个。 短短半年，取消 155
个审批项目，也就意味着有 155 枚“权力
红章”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是西宁市开展
“简政放权” 以来， 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力
度最大、取消下放事项最多的一年。 而由
此减轻的诸多环节，也让不少市民和企业
为之欣慰。

简政放权 市民称赞即时办结

8 月 27 日一大早，做餐饮行业的赵学
花来到省城中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卫生许
可证，从领取办理须知、提交申请书到缴
费、取得卫生许可证，前后用了不到两个
小时。 而在几年前，要完成同样一套行政
许可得跑七八个科室， 盖上十几个公章，
办理一个多月的时间。

“现场勘查结束后， 就等着来办手续
了， 来之前专门打电话问了一下需要带哪
些资料，本来以为下周就可以取，没想到当
天拿到了，效率很快。 ”虽然急着要用许可
证，但赵学花的心理预期是一周，没想到窗
口即时办结，让她有点儿喜出望外。

每天， 在西宁市各大社区、 各区及市
级行政服务中心， 前来办理各种手续的市
民和企业代表络绎不绝， 咨询、 申请、 受
理……每一个服务窗口都按照各自服务的
领域为民办事。

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
现，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长期以来，
西宁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
“家底不清”、程序繁多的问题，简政放权
常常是边减边增、明减暗增，取消和下放
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 “数字游戏”。 因
此，西宁市痛下决心解决这一“顽疾”，真
正做到该减的必减，该放的必放，优化流
程，提高效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少盖一枚章 就少跑两趟路

仅仅是少盖了一个章子， 但在朱先生
心里， 这已经是政府提升效能的一个缩
影。

家住省城东区国际村社区的朱先生，

是今年众多申请保障性住房的居民之一，
从提出申请， 到等待分房， 他需要提供很
多资料， 在最终的多部门联审意见表上，
他要先后到国际村社区、 城东区建设局、
城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城东区民
政局、 西宁市公安局、 西宁市房屋权属登
记中心等 7 个部门盖 7 枚印章， 但原本有
8 个盖章处的意见表上， 右侧居委会的一
栏却没有任何印章，“这个手续因为牵扯
到要自己签字、 拿着户口、 身份证和其他
资料跑， 所以没办法实现后台受理帮办，
但只要是我们区属环节， 都会及时办理，
而且一个部门只需要一枚印章。 ”国际村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前台受理员何海平说，
为了方便居民， 他们会提前告知集中受理
的时限， 约定好时间， 把最好的结果传递
给居民。 城东区试点西宁市城市基层体制
改革后， 撤销了原来的 7 个街道办事处，
许多原来需要到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盖的
章子， 现在只需要社区服务中心一枚印章
即可。

一枚印章能省去来回两次跑趟，而 23
个印章， 就能节省下相当多的时间和精
力。 在西宁市众多取消行政审批的单位
中， 西宁市城乡规划局做出了很好的表
率。 马鑫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建员，前

几年他一直在与市、 区两级涉及房地产开
发建设项目的政府审批部门打交道。 “每
次跑审批都要经过几十个部门， 没一两年
跑不完。 ”马鑫说，“跑审批”是他们业务
范围里最累人的一项。 好在今年， 西宁市
规划局决定取消出让土地建设项目选址意
见书、 建设单位提取道路红线办理、 建设
项目施工图备案等办理事项。 一些审批项
目中，以往需要盖 30 多枚印章，现在只留
下最重要的 7 枚。

百枚“红章”下岗 服务方式转变

实际上，2002 年至今， 西宁市按照国
务院和省政府要求， 先后八次集中开展了
行政审批清理工作。 而今年取消和调整行
政审批项目， 也是历年来清理力度最大的
一次。

在项目清理过程中， 为真正把那些该
放的权力放开， 该管的事项管好， 西宁市
机构编制部门联合法制办、 监察局、 政府
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 先后多次深入各区
县、 各部门调研， 邀请和召集政府各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 市属国有和私营企业负责
人及相关专家学者、 基层干部职工等人士
召开座谈会 10 余次，发放调查问卷 500 余

份， 经全方位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与
西宁市政府各部门反复沟通磋商， 并依据
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
批事项， 梳理出了拟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
批事项， 并提请西宁市政府全体会议审议
后面向社会公布。

到今年 10 月底前，西宁市政府还将对
全市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再集中梳理一
次，争取再取消、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
同时， 还将研究建立行政审批事项调整后
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确保有效履行职
责，把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避免“权力真
空”“一放就乱”， 切实做到以 “权力减
法”换“活力加法”。 实现从“重审批轻监
管”到“轻审批重监管”的转变，而这也对
各级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 有望实现“超市化”审批服务

短短半年时间，155 枚红色印章退出
了历史舞台。 这也意味着政府职能转变的
逐步到位， 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职能和事
务，交给社会、交给企业、交给群众。 西宁
市政府副秘书长、 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柴禄
泮表示， 为了再将审批环节 “瘦身”、精
简， 西宁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还推出了首
席代制、 多部门并联审批制等方式， 而堪
比“军规”的工作作风考评机制，让中心
的服务人员也彻底转变了以往的工作观
念， 许多手续， 申办人只需要拿着齐全的
资料送一趟， 承诺时限内接到电话后再来
去一趟， 中间的环节由窗口工作人员后台
办理，大大节省了申请人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就能有效防止公共权力部门
化、 部门权力个人化， 解决了 ‘两头跑’
‘多次跑’ ‘体外循环’ 等一系列问题。”
柴禄泮说。 如今， 在公开、 公正、 透明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 横跨西宁市各部门
的行政审批格局已经形成， 西宁市向“阳
光型、 服务型政府” 的目标迈出了一大
步。

更让人欣喜的是， 未来， 西宁市还有
可能试水“超市化”审批服务，提前全程
提供和准备好各类审批服务， 申请人只需
带着需求来即可，“就像逛超市， 来一趟，
什么都能解决。 但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
资金投入。 ”柴禄泮说。

“三基”建设在基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老百姓听起来是个生涩的名词，但恰恰是
它，小到居民户口迁移、个体工商户办证，大到政府投资项目，都与
之相关。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政府部门和单位的行政审批事项
几乎涉及所有行业和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少数部门甚至到了事无
巨细都要审批的程度。 而和全国同步改革的西宁市，也通过一次次
“动刀”“瘦身”，简政放权，让市民和企业真正感受到改革带来的
实惠。

前来咨询高龄补贴的老人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欣然离开。

第二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开赛

我省 50 名选手逐鹿沙坡头
本报中卫专电 （记者 朱西全）9 月 2

日，2014“沙坡头杯”第二届全国大漠健身运
动大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旅
游区开幕。为期 ３ 天的大赛将进行十余项比
赛活动， 我省组织的 50 名选手将参加穿越
沙漠、沙滩足球、押加三个大项的比赛。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青海、北京、山东、

浙江、宁夏等 14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
国电子体育协会、中国铁路火车头体育协
会、银川西夏双轮会铁人三项俱乐部等行
业协会的 ２４ 个代表团（队）、７００ 多名运动
员参加。 大赛设置了沙漠足球、沙漠软式
排球、拉沙舟、沙漠拔河、沙漠毽球、滚雪
球跑等 ６ 个集体项目和沙漠穿越、 铁人三

项、沙漠押加、沙漠角斗士等 ４ 个个人项
目。 此外，还特设了沙漠卡丁车、沙漠滑
沙、沙漠冲浪、黄河飞索等 ４ 个展示体验
项目。

本届大赛规定专业运动员不得报名，
参赛队员主要是基层体育爱好者，这对深
入开发和推进全民健身新项目，拓展全民

健身新领域，深化全民健身新内涵，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当日上午结束的穿越沙漠的比赛
中，我省多名选手发挥出色，获得了一个
二等奖、两个三等奖和若干名优秀奖。 我
省的沙滩足球队，在当日下午的比赛中两
战全胜，已进入八强。

本报记者 周建萍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