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九江市进一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三年

行动（2019 年-2021 年）方案征求意见稿》

意见征集及采纳情况的说明

一、意见征集情况

本次意见征集共面向 17 个市直相关部门及所有

县（市、区），其中共青城市及市委组织部、市政府

法制办、市工商局、市建设局等 10 个部门共反馈意见

13 条，其他部门均无意见（未反馈视同无意见）。经

认真研究，拟采纳意见 2 条，部分采纳意见 1 条。



二、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意 见 汇 总

1

P2第二大点第

1 小点原文

开展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行动，由市工商局牵头。全面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力争将

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涉税事项压缩至 X个工作日内完成；

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简易注销申请，在 X个工作日内完成。”

县区修改

（共青城）

开展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行动，由市工商登记机关牵头。将工商登记机关、印章刊刻点、

银行、税务 4 个部门整合实行一窗式服务，力争将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

银行账户、办理涉税事项压缩至 X个工作日内完成；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对符合条件

的企业简易注销申请，在 50个工作日内完成。”

市工商局修改

开展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行动，由市行政服务中心牵头。全面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

力争将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涉税事项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简易注销申请，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均未采纳，理由：1.优化营商环境每项工作都涉及多个部门，都必须明确一个部门牵头，

目前市级行政审批局尚未成立,此项工作目前还须工商局牵头；2.整合工商、刊刻、银行、税务

4 各部门窗口合一的建议无法实现，因为刻章公司、银行不属于行政部门，且企业刊刻印章、开

立银行账户属于市场行为，合并入一个审批服务窗口不实际；3.共青提出的企业简易注销申请

50个工作日内完成的时限过于宽松，而工商局提出的办理涉税事项 5 天和企业建议注销 20天的

工作时限目前已经可以做到，没有体现进一步优化提升。

拟定稿内容

开展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行动，由市工商局牵头。全面简化企业开办和注销程序，力争将

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涉税事项压缩至 4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简易注销申请，在 15个工作日内完成。”



2

P2第二大点第

2 小点原文

开展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行动，由市建设局牵头。压缩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时限，逐步实现

政府投资审批类建设项目 X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行政审批环节、X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中介服务

和招投标环节，社会投资核准（备案）类建设项目 X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审批环节、X个工作日

内完成所有中介服务和招投标环节，努力实现审批便捷、服务优质。

县区修改

（共青城）

开展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行动，由市建设局牵头。压缩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时限，逐步实现

政府投资审批类建设项目自受理之日起 79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行政审批环节、X个工作日内完

成所有中介服务和招投标环节，社会投资核准(备案）类建设项目自受理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

完成所有行政审批环节、X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中介服务和招投标环节，努力实现审批便捷、服

务优质。”

市建设局修改

开展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行动，由市建设局牵头。压缩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时限，逐步实现

政府投资审批类建设项目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许可并联审批环节、社会投资核准类建设项目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施工许可并联审批环节，按法定要求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招投标环节，同时加强

对中介服务单位行业监管，要求其提高服务时效，尽量减少环节，缩短时间，努力实现审批便

捷、服务优质”。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均未采纳，理由：1.共青提出的时限较目前已经达到的工作时限更为宽松，未体现本次行

动压缩时限提升服务的目的；2.建设局修改后，此项工作变成了仅仅对某个环节提出要求，并

不是针对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全流程，工作内容大幅缩水。

拟定稿内容

开展简化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行动，由市建设局牵头。压缩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时限，逐步实现

政府投资审批类建设项目 68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行政审批环节、127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中介

服务和招投标环节，社会投资核准（备案）类建设项目 27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审批环节、97 个

工作日内完成所有中介服务和招投标环节，努力实现审批便捷、服务优质。



3

P2第二大点第

3 小点原文
开展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行动，由市能源局牵头。将用电报装办理时限压缩至低压 X 个工作日、

高压单电源 X 个工作日、高压双电源 X 个工作日; 将用气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X 个工作日; 将

用水报建时限压缩至 X 个工作日。

县区修改

（共青城）

开展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行动，由市能源局牵头。将用电报装办理时限压缩至低压：居民①不

含配套工程:1个工作日、②含配套工程:5个工作日；非居民:①不含配套工程:3 个工作日

、②含配套工程:7个工作日。高压单电源:自受理之日起 13个工作日内答复用户供电方案；高

压双电源:自受理之日起 28 个工作日内答复用户供电方案。将用气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X个工

作日; 将用水报建时限压缩至 X 个工作日。

市能源局修改
开展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行动，由(其他单位）牵头。将用电报装办理时限压缩至低压 X个工作

日、高压单电源 X个工作日、高压双电源 X个工作日; 将用气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X个工作日;

将用水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21个工作日。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均未采纳，理由是：1.优化营商环境每项工作都涉及多个部门，此项工作能源局牵头最为

合适；2.共青意见还须进一步征求相关主管单位意见。

拟定稿内容

开展方便企业获得水电气行动，由市能源局牵头。将用电报装办理时限压缩至低压可控范围内

11 个工作日、高压单电源 38 个工作日、高压双电源 53 个工作日; 将用气报建办理时限（含施

工审批）压缩至 40 个工作日;在市中心（自来水管网到位区域），将用水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38 个工作日。在县城（自来水管网到位区域），将用水报建办理时限压缩至 20 个工作日。



4

P3第二大点第

4 小点原文

开展方便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行动，由市国土局牵头。将一般登记、更正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
起 X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X 个工作日办结，注销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X
个工作日。

县区修改

（共青城）

开展方便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行动，由市国土局牵头。将首次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
日办结，转移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3个工作日办结，变更登记、抵押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

市国土局修改 开展方便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行动，由市国土局牵头。将一般登记、更正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
起 4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注销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意见采纳情况

拟采纳国土局意见，理由：1.共青城意见与原活动内容有较大变动，且国土局提出的优化提升
力度更大，已经优于省出台的《江西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便民若干措施》
的相关要求。

拟定稿内容 开展方便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行动，由市国土局牵头。将一般登记、更正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
起 4 个工作日办结，抵押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办结，注销登记压缩至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

5

P3第二大点第

5 小点原文

开展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行动，由市金融办牵头。有效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
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实体经济不断壮大。

县区意见

（共青城）

建议由多部门联合，在充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前提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针对性的帮助
企业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企业自身资质优良、管理规范，才能真正解决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

市金融办意见 建议删除此条内容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均未采纳，理由是：化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一环，不应回避。

拟定稿内容 开展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行动，由市金融办牵头。有效降低企业获得信贷难度和成本，
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支持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实体经济不断壮大。



6

P4第二大点第

9 小点原文

开展“事中事后”监管行动，由市法制办牵头。全面推行以“双随机一公开”为重点的监管检

查制度，推进政府监管职能和方式从注重事前行政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增强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市法制办修改

强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全面推行以‘双随机一公开’为重点

的监管检查制度，积极推行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执法，实现‘一次抽查、全面体检’，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未采纳，理由是：修改后，牵头工作内容大幅缩水。

拟定稿内容

开展“事中事后”监管行动，由市法制办牵头。全面推行以“双随机一公开”为重点的监管检

查制度，推进政府监管职能和方式从注重事前行政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增强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7

P7第四大点第

6 小点原文

市人社局牵头制定具体办法，做到将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涉及的市直牵头部门、配合部门和

各县区全部纳入全市目标管理考评，考核权重 5分。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

市人社局意见 1.是否纳入全市目标管理考评不属市人社局职能范围，需商市考评办(市委组织部)；2.“考评

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无法兑现，建议删除。原因是，中办通知下发后，各地各部门不能再行

出台新的津补贴及奖金项目。我市绩效奖金政策没有出台，这条措施无法兑现落实。

意见采纳情况 拟部分采纳，理由是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和奖惩办法。

拟定稿内容 市人社局牵头商市考评办制定具体办法，做到将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涉及的市直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和各县区全部纳入全市目标管理考评，考核权重 5 分。考核结果与奖金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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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第一大点原

文

......逐步建成“服务态度更优、办事质量更高、办理时间更短、企业反响更好”的“四最”

九江样板......

市行政服务中

心修改
......逐步建成“服务态度更优、办事质量更高、办理时间更短、企业反响更好”的“四更”

九江样板......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未采纳，理由是打造“四最”九江样板的提法与省委刘琦书记提出的打造江西“四最”营

商环境的表述更为一致。

拟定稿内容 ......逐步建成“服务态度更优、办事质量更高、办理时间更短、企业反响更好”的“四最”

九江样板......

9

市组织部意见 1、关于抽调 9 名科级干部脱产办公问题：建议由牵头协商提出拟抽人选，组织部协调抽调。

2、关于纳入目标考评问题：2018 方案已下发，如若非要考评待制定 2019 年度考评方案时再沟

通。

意见采纳情况 意见拟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