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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规范

全省行政权力事项及编制和公开

办事指南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各县 (市、 区) 人民政府, 省各有关

单位:

《广东省规范全省行政权力事项及编制和公开办事指南工作

方案》 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省编办反映。

省府办公厅

2017 年 12 月 27 日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广东省规范全省行政权力事项及编制

和公开办事指南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简政放权, 创新监管方

式, 提升我省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

政府,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互联网+政务服务冶 技术

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国办函 也2016页 108 号) 要求和省政府

工作部署,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

务能力评估工作的要求, 依托省网上办事大厅相关系统, 大力规

范我省各级行政权力事项 (含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 行政检查、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行政裁决和其他等

9 个类别, 行政许可按现有规定办理), 编制和公开各项行政权

力事项的办事指南, 做到同一行政权力事项在纵向不同层级、 横

向不同区域间保持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基本编码等

基本要素相对统一。 2018 年 10 月底前, 基本实现我省各级行政

权力事项的规范化、 标准化、 动态化和阳光化管理。

二、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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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标浙江、 贵州、 江苏等省份, 推动省直各有关部门

进一步完善省级除行政许可外各类行政权力事项的办事指南。

(省编办、 省法制办牵头,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 省信息中心提供

技术支撑。 2017 年年底前完成)

(二) 省直各部门会市、 县 (市、 区) 对口部门按照省市县

三级基本要素相对统一的要求, 在现有省市县三级权责清单基础

上, 梳理编制本系统全省范围通用的省级行政权力目录清单

(以下简称 “省级通用目录冶)。 纳入省级通用目录的事项原则上

应当是法律、 法规 (行政法规、 省人大地方性法规)、 规章 (国

家部委规章、 省政府规章) 设定的事项。 省级通用目录的事项

应当包括省市县三级权责清单中, 由省、 市、 县三级共同实施、

分别实施、 单独实施的事项, 并应在纵向不同层级、 横向不同区

域间保持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基本编码等基本要素

相对统一。 本系统省级通用目录形成后, 提交省有关牵头部门审

核。 (省直各部门会市、 县对口部门负责, 省信息中心提供技术

支撑。 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

(三) 省编办负责对行政征收、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

奖励、 行政裁决和其他等 6 类行政权力的省级通用目录进行审

核, 省法制办负责对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和行政检查等 3 类行政

权力的省级通用目录进行审核。 (省编办、 省法制办分别负责。

2018 年 5 月底前完成)

(四) 拓展完善省网上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功能,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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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各级行政权力通用目录、 权责清单、 办事指南的规范化、 标准

化、 动态化和阳光化管理要求。 (省信息中心负责, 省编办、 省

法制办等相关部门配合。 2018 年 5 月底前完成)

(五) 将经省有关牵头部门审核的省级通用目录导入省网上

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 并予以编码赋码, 及时向社会公

开。 (省信息中心负责。 2018 年 6 月底前完成)

(六) 各市参照省的做法, 梳理编制全市范围通用的市级行

政权力目录清单 (以下简称 “市级通用目录冶)。 市级通用目录

应包括但不限于省级通用目录中由市、 县两级共同实施、 分别实

施、 单独实施的行政权力事项。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负责。

2018 年 8 月底前完成)

(七) 各地对照省、 市两级通用目录, 认真修订本级公布保

留的权责清单, 严格规范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 事项

编码, 导入省网上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 并向社会公开。

其中,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设定依据要与省级通用目录保持一

致; 事项编码要遵循 DB44 / T 1146-2017 《行政许可事项编码规

则》 有关实施代码的要求, 实施代码中的基础代码部分须与省

级或市级通用目录保持一致。 (各市、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2018

年 9 月底前完成)

(八) 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 逐项编制并

公开本地、 本部门各项行政权力事项的办事指南, 方便企业群众

办事, 接受社会监督。 (各市、 县级人民政府, 省直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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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

(九) 做好省网上办事大厅事项目录管理系统与各级网上办

事大厅等系统的对接, 按照 “一数一源冶 的原则, 实现省级通

用目录、 权责清单、 办事指南的统一呈现。 (省信息中心会同各

市、 县人民政府负责。 2018 年 10 月底前完成)

三、 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 规范各级行政权力事项是 “互联网+

政府服务冶 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评估的重要指标。 各地、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将其放在 “放管

服冶 改革的突出位置,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细化分解任务, 制

定路线图, 倒排时间表, 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 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二) 加强沟通协调。 各地、 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 形成

合力, 共同推进规范行政权力事项工作。 省有关牵头部门要加强

指导, 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 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 各地要建立机构编制部门牵头, 法制部门、 电子政务主管部

门和政务服务机构等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 并结合本地实

际, 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共同研究重点难点问题, 协调推动抓

好落实。

(三) 加强督促检查。 省政府办公厅将把各地、 各部门规范

行政权力事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纳入重点督查内容, 适时开展专

项督查工作, 通报进展情况。 各地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督查落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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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对工作积极主动、 任务落实到位的予以通报表扬, 对任务落

实不及时、 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

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 省委有关部委办,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省政协办公厅, 省
纪委办公厅, 南部战区、 南海舰队、 南部战区空军、 省军区,
省法院, 省检察院。

摇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2017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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