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朔工改办函〔2021〕8 号

关于印发《朔州市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

事”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县

（市、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及优化营商环境部署，纵深推进便民利企“一件事”改革，

加快优化全市用水、用气、用电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企业用

水、用气、用电报装的便利性、满意度和获得感，根据市委、

市政府《关于印发朔州市营商环境评价考核整改任务分解方

案的通知》（朔办字〔2021〕22 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了《朔州市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

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朔州市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改革

实施方案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

及优化营商环境部署，纵深推进便民利企“一件事”改革，

加快优化全市用水、用气、用电营商环境，持续提升企业用

水、用气、用电报装的便利性、满意度和获得感，根据朔州

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朔州市营商环境评价考核整改任务

分解方案的通知》（朔办字〔2021〕22 号）要求，结合我市

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减事项、减环节、减时限、减材料、减跑动

次数”的要求，切实提高外线工程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对

用水、用气、用电报装接入外线工程涉及的规划、占道施工

交通组织方案、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占用城市绿地、砍伐迁

移城市树木等审批事项，实行“一窗受理、一表申请、一站

办理、联合勘查、并联审批”。审批申请材料精简至 4 份，

审批环节精简至 5 个（含）以下，外线工程审批平均时长控

制在 5 个工作日。

二、适用范围

在地块红线外需要增设接入管线的项目，由供水、供气、

供电企业进行外线工程报批。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涉及 10 个审批事项，具体为：

1．建设工程（含临时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2．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3．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4．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审核；

5．城市绿化补偿费征收；

6．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等设施许可；

7．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线等设施许可；

8．跨越、穿越公路作业许可；

9．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有立项的项目需

报批）。

三、工作举措

按照“五减”要求，进一步合并办理事项、整合申请表

单、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间、再造办理流程，做到“一

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多方复用”，大力推进外线

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实现全流程“最多跑一次”。

（一）实现“一网申报”，线上线下通办

在朔州市政务服务网中新增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

事”事项，实现事项法律法规、办事指南和标准规范集中公

开，项目“一网申报”，实现线上和线下通办。



（二）整合“一张表单”，精简申报材料

按照“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多方复用”要

求，制定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表；重新梳理外线审批各事

项申报材料，将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材料精简至 4份以内。

严格执行“四免”原则：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材料，免提

供；凡在办理其他业务时已经提交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材料，

免提供；凡联办部门推送的材料，免提供；凡与政府部门通

过数据共享可获取的材料，免提供。

（三）提速联合审批，缩短办理时限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最多涉及 10 个审批事项，办理模式

由申报方多部门跑、材料多部门递改为申报方只需跑一个部

门，递一套材料，实现多部门联办。各部门在外线工程联合

审批申请表上出具意见，不再办理单事项审批手续。经过优

化流程，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最快压缩至 5 个工作

日(附件 3)。

（四）优化办理流程，实现联合审批

1.一窗受理。朔州市政服务中心综合受理窗口或在朔州

市工程建设项目办事大厅系统上统一受理供水、供气、供电

企业或用户提交的外线工程行政审批申请材料。

2.材料初审。综合受理窗口接到申请后，进行资料初审，

提出外线工程涉及的许可事项和审批部门，并出具是否受理

的意见。



3.联合踏勘。初审通过后，根据项目复杂程度，由行政

审批部门牵头组织开展现场联合踏勘，确定最优的工程路线

方案，由各部门现场会签确认。部门未派人参与的视为同意。

4.出具意见。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由各部门反馈踏勘意

见并由行政审批部门汇总联合踏勘意见。按照“以审代批”

原则，相关部门联合踏勘出具的意见中若未出现违反国家行

业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意见，则由行政审批部门直接出具审批

意见，原则同意由供水、供气、供电企业或客户承诺限时自

行调整施工方案后，允许开始组织施工，不再进行联合审批。

若有涉及违反国家行业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意见，须待供水、

供气、供电企业或客户根据反馈意见完成施工方案调整后，

再提交联合审批。

5.联合审批。施工方案完善后，由行政审批部门发起相

应许可事项的联合审批，在工程建设审批系统中按照项目联

合审批流程流转，各部门按照时限要求在审批平台中在线反

馈意见，逾期未反馈意见视为同意。

6.通知取件。由政务服务部门用短信方式通知供水、供

气、供电企业或用户领取意见批复单，如需提交承诺书的则

同步提交。同时牵头部门通过审批平台网络推送给相关部

门。

（五）拓展延伸穿（跨）越重大管线（路）工程的外线

工程审批服务



对于需要穿（跨）越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由市

级行政审批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协调高速道路业主，组织交警

等相关部门联合踏勘、联合审批，加快出具审批意见；需要

穿（跨）越长输油气管线的，由行政审批部门联合能源部门

组织相关单位联合踏勘、联合审批，加快出具行业审查意见；

需要穿（跨）越铁路或铁路电气专线的，由行政审批部门联

合铁管部门沟通协调，落实代办制，加快审批服务进程。

四、职责分工

建立完善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多部门联办的工

作机制，市行政审批部门牵头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

“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落实，协调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单

位）间的业务协同，负责推广联办服务，负责加强统筹协调、

总结宣传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改

革是朔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办理建筑许可水平的重要工

作之一。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及时研究解决推进落实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优

化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举措。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落

实任务，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确保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

件事”改革在本地区有效落实。

（二）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外线工程联合审批“一件事”



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各县（市、区）行政审批部

门充分发挥牵头作用，规划、综合行政执法、交通、水利等

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在推进外线工

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改革过程中，要大胆尝试，勇于创新，

积极争当领跑者。

（三）加强培训宣传。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相关部门要层

层传递改革目标，切实加强基层办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要充

分利用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各种渠道广泛宣传我市外线工

程联合审批“一件事”改革的政策举措，认真做好解读，提

高公众知晓度，积极营造改革氛围。

（四）加强监督评测。各部门要加强对外线工程联合审

批“一件事”改革情况的跟踪指导，协调解决改革中的问题，

注重总结推广最佳实践案例。结合营商环境评价及抽样调

查，及时发现问题短板，及时采取整改措施，确保各项任务

举措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

附件：1.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材料清单

2.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时限表

3.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表



附件 1：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 料 名 称 备 注

1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表

2

外线工程施工方案

（含地形图、交通组织方案、临时占用

城市绿地方案、绿地恢复计划、事故预

警和应急抢救方案、涉及河道管理范围

建设方案、保证工程质量与安全的具体

措施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3 授权委托书

4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项目信息表（承诺

书）



附件 2：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时限表

环 节 子环节 工作时限

行政审批

一窗受理 实时办理

材料初审 实时办理

联合踏勘 3

出具意见 1

通知取件 1

合 计 5 个工作日



附件 3：

外线工程联合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个人）

项目名称

项目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营业执照）

项目地址

通讯地址

工程总投资（万元） 其中土建投资（万元）

占地总面积（㎡） 计划建设起止日期

具体情况

（桩号、挖掘面积等）

车行道长 m，宽 m，面积 ㎡；

人行道长 m，宽 m，面积 ㎡，深度 m。

总土石方量（m³） 开挖（m³） 填筑（m³）

建设过程中土石方量

取土取石量（m³）

取土取石来源（利用

其它项目的余方付

协议）

弃土弃石量（m³）
弃土弃石去向（综合

利用的附利用协议）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特别说明：

本人已对本表信息进行确认并核对无误，同时承诺按时提交“施工方案”等材料，

承诺各项资料的真实、合法、有效。

申请单位

（个人）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公章）：

年 月 日

受理人

受理人：

年 月 日



部

门

意

见

反

馈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联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其他部门

联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其他部门

联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根据上述意见,允许施工。

□申报方根据上述意见,承诺限时完成施工方案调整后，允许施工。

□申报方根据上述意见，做好施工方案调整，相关部门单独审查通过后允

许施工。

（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方

承诺

我方承诺，将在审批意见出具后 个工作日内根据上述意见完成施工

方案调整或相关部门单独审查通过，若未能及时完成整改或未获得相关部门单

独审查通过，我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接受失信惩戒。

承诺方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