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已出台的政策文件 完成时间 

1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湘政办发„2018‟76号） 
2018年 11月 28日 

2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2019 年 2月 2 日 

3 
《关于印发湖南省“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及协同审批平台建设工作

方案的通知》（湘自然资办发„2019‟55号) 
2019 年 5月 10日 

4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深化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24号） 
2019 年 5月 15日 

5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建设方案》 2019 年 6月 4 日 

6 《湖南省“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及协同审批平台空间数据建库规范》 2019 年 6月 10日 

7 《湖南省“多规合一”信息管理及协同审批平台技术方案》 2019 年 6月 10日 

8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9 年 6月 12日 



 
 

9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有关事项清单和审批流程指导图的函》 
2019 年 7月 8 日 

10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湖南省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办法>的通知》 
2019 年 7月 26日 

11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省人民防空

办公室关于发布湖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湖南省建筑工程竣工综

合测量和建筑面积计算技术规程>的通知》（湘建科„2019‟153号） 

2019 年 8月 15日 

12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修

订印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指南>的通知》 
2019 年 8 月 19日 

13 

《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工作导则>

的通知》 

2019 年 8月 20日 



 
 

序
号 

工作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 
时限 

1 （一）

统 一

审 批

流程 

１.发布湖南省工程建设领域市政公用服务报装接入

办事指南。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有关单位配合。 

今年 9月底 

2 ２.发布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告知承诺制工作指引。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有关单位配合。 

今年 9月底 

3 （二）

统 一

信 息

数 据

平台 

１.实现“多规合一”协同平台和各地区、各部门既有

的审批系统实现与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的

无缝对接。 

各市州人民政府及其他全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等。 

今年 9月底 

4 ２.实现全省工程建设领域中介服务平台试运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有关

单位配合。 
今年 11月底 

5 ３.实现全省工程建设领域市政公用服务平台试运行。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有关

单位配合。 
今年 11月底 



 
 

6 

（三）

统一

审批

管理

体系 

１.制定规划数据库标准和用地差异分析及处理技术
指南，指导督促各地依托全省“多规合一”业务协同
平台形成本地区“多规合一”的“一张蓝图”，并制定
消除空间规划矛盾和差异的工作计划。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各市州人
民政府具体落实。 

今年 10月底 

7 

２.制定出台“多规合一”协同审批平台运行规则和项
目策划生成管理办法，并利用全省“多规合一”协同
平台，统筹安排来年项目，形成项目库。 

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各市州人民政府具体落
实。 

今年 11月底 

8 

３.整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和市政公用单位分散
设立的实体服务窗口，设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
务窗口。要配套制定综合服务窗口运行规则，整合业
务咨询、投诉处理、效能监管、费用缴纳等功能，全
面提升服务效率。应选优配强窗口办事人员，提升“全
流程、全事项”的办理能力。 

省政务管理服务局和各市州
人民政府分别牵头省直和市
州“一窗受理”工作。 

今年 9月底 

9 
４.有关省直厅局要出台相应评估评价事项的区域评
估工作导则和指引。 

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
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
厅、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
文物局。 

今年 9月底 

10 

５.各市州应重点建立并实施区域评估实施细则、“多
规合一”协同规则、社会投资项目审批帮办代办制度、
告知承诺制管理办法等。 

各市州人民政府 今年 12月底 



 
 

11 

（四）

统 一

监 管

方式 

１.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和监督检查办法，建立以“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

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机制。 

各市州人民政府、其他全省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负

责市州和省直部门监管制度

完善工作。 

今年 12月底 

12 

２.健全完善审批行为监管相关制度，对违规、超时审

批、不履行一次性告知等行为予以通报问责，对违纪

违规审批行为即时启动监察问责程序。 

各市州人民政府、其他全省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别负

责市州和省直部门监管制度

完善工作。 

今年 12月底 

13 
３.建立并实施工程建设领域红黑名单制度，实行信用

分级分类管理，并在审批管理系统全面公示红黑名单。 
各市州人民政府 今年 9月底 

14 
４.制定并实施中介服务和市政公用服务管理制度，明

确服务标准、办事流程和办理时限，规范服务收费。 
各市州人民政府 今年 12月底 

15 

５.全面开展培训。通过电视电话会、现场培训、网络

培训等方式对各地区进行专题培训，指导各地准确把

握改革政策，清理改革思路和工作方法，扎实高效推

进落实改革任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组织开

展对各市州和个省直部门的

培训，各市州人民政府牵头组
织开展对县区的培训。 

今年 7 月开

始，持续推进 



 
 

下阶段，根据任务安排省级层面需出台有关政策文件 17个，其它有关工作任务 13项；各市州需
出台政策性文件 9 个，其它有关工作任务 9项。 

16 

（四）

统 一

监 管

方式 

１.建立健全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及时了解各地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进展，定期印发全省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简报，督促指导各地研究

解决改革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其他

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配合。 

今年 7 月开

始，持续推进 

17 

２.交通、水利、能源建设工程领域建立完善各自领域

项目审批制度框架体系和审批管理系统，并与全省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现无缝对接。 

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

发展改革委。 
今年 9月底 

18 

３.制定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评估评

价办法，定期对各地改革进展进行评价评估和通报，

并向省政府报告，层层压实责任。 

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

有关单位配合。 

根据国务院

有关部署，适

时开展。 

19 

４.持续梳理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相冲突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文件，主动加强与人大及司法机构的沟通
协调，及时报请完成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

规范的“立改废释”工作，确保深化改革和依法行政

统筹推进。 

全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持续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