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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创新的微观机理分析
要要要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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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理论需要回答的微观机理问题遥 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回答需要从具体的案例研究入手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就是这样的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自从 2016年底提出新的理
念后袁到 2018年 8月已基本完成预期目标并在全国 28 个省得到扩散遥 文章通过案例研究对野最多跑一次冶改
革的发生尧实施尧持续和扩散的微观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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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

野最多跑一次冶袁是指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
一件事情袁 在申请材料齐全尧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时袁 从受理申请到形成办理结果全过程只需上门
一次甚至无需上门即可办结遥 2016年底浙江省率
先提出和实施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遥 这是一项旨在
为企业和居民提供野便民尧高效尧廉洁尧规范冶的政
务服务的重要政府创新遥 这项改革提出后不久就
在全省范围内得到大面积实施袁 同时吸引其他一
些省市前来学习参观并得到大范围扩散遥 浙江省
为什么要发起和实施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钥 这项改
革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实施呢钥 这项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钥都有哪些特点钥这项改革
取得了哪些成效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为什么能够
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得到扩散呢钥 其未来发展前景
如何钥带着这些问题袁受野中国廉洁创新奖冶组委会
和评委会的委派袁 笔者和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

授李辉博士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
师牛朝晖博士组成的考察组于 2018年 8月 5日
到 6日在杭州和桐庐等地与项目发起实施者和受
益者先后进行了两场座谈会袁 阅读了 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经验材料袁形成了自己
的初步思考和研究成果遥

一尧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实施的背景

2016年底袁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的车俊
同志经过深入调研袁 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
做出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部署袁并在 2017年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将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列为第一项重
点改革项目积极加以实施遥 2017年 4月车俊担任
浙江省委书记后紧紧扭住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项目
不放袁浙江省委专门成立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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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袁 办公室设在省编办袁 此后改革推进的力度更
大袁进展更快遥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人为什么要提出和实施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呢钥 研读车俊书记和袁家军省
长在推动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工作方面的讲话可以
总结出这项改革发起人发起实施这项改革的基本

动因遥
首先袁 这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响应中

央加快野放管服冶淤改革的要求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袁 通过改革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
要探索遥 车俊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叶求是曳杂
志撰文指出袁浙江省遵循习总书记野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袁做
到老百姓关心什么尧 期盼什么袁 改革就要抓住什
么尧推进什么袁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
感冶的要求袁于 2016年 12月率先提出实施野最多
跑一次冶改革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要野多推有利于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冶遥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
的根本理念和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袁 是 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浙江探
索冶遥党中央尧国务院要求加快野放管服冶改革袁浙江
改革是对中央要求的积极响应遥 以实际行动增强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遥 这是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咱1暂

其次袁 这是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为增创浙江改革发展新优势选准的突破口和 野牛
鼻子冶袁是浙江创造的改革野金字招牌冶遥 浙江在推
动这项改革方面有良好的基础遥 前几年已经走出
了两步袁即先后进行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袁累计取
消和下放了 1300多项审批事项袁编制野四张清单
一张网冶推进放权减权以方便群众办事遥 野最多跑
一次冶改革是对已有改革的再继续再深化遥车俊担

任浙江省委书记后在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第十六次

会议上指出袁浙江是靠改革发家的袁没有改革就没
有浙江的大好发展局面遥当前袁区域竞争就是改革
的竞争袁是制度环境和制度供给的竞争遥浙江要努
力在提供最优制度供给上胜人一筹袁 在营造最佳
营商环境上先人一拍袁 在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
上快人一步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是浙江全面深化
改革的野牛鼻子冶袁要盯着抓尧反复抓袁把浙江野最多
跑一次冶改革的金字招牌亮出来遥 咱2暂在前述叶求是曳
杂志文章中袁车俊强调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已经形
成示范带动效应袁撬动了若干重要领域的改革袁因
此要用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增创浙江体制机制新优
势袁开创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遥 咱3暂

最后袁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乃是顺应群众需求
而生尧 为解决问题而变的产物遥 这些年群众反映
野办事慢尧办事繁尧办事难冶袁企业反映投资项目审
批难证照办理繁慢袁 这些问题和需求驱动和牵引
着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遥车俊书记尖锐地指出袁这些
年袁群众反映野办事慢尧办事繁尧办事难冶问题在浙
江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袁 为了办成一件事情往往需
要到有关部门跑多次袁耗时费力袁闹心费神遥 考察
组在与企业代表和市民代表座谈中袁 有的企业代
表反映袁 以前到政府办理投资项目审批要花 250
多天都还办不下来遥 群众和企业事不好办袁 说明
野审批事项多尧审批部门多尧审批环节多尧审批程序
不合理冶的情况袁说明政府机关的庸政尧懒政尧恶政
的情形袁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尧权力寻租尧担当不
够尧不作为等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遥这些现象的
存在影响着浙江群众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满意度

和支持度袁损害着浙江的投资营商环境袁降低了浙
江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是浙
江省主要领导人对浙江面临的发展挑战认真诊断

淤放管服是野简政放权袁放管结合尧优化服务冶的简称袁这个词语由李克强总理率先提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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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袁 是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需
求的积极回应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是领导驱动和问题

驱动相结合的产物遥作为这项改革的发起者袁浙江
省主要领导改革强省的政策偏好尧 以人民为中心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积极推动这项改革遥
浙江省主要领导站在群众需求角度谋划将 野最多
跑一次冶改革作为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袁对
上契合中央领导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和响应

中央加快冶放管服冶改革的要求袁对下顺应企业和
群众希望找政府办事更加便捷的需求袁 反映了浙
江省主要领导善于发现和回应各方迫切要求袁积
极争取各方支持的政治智慧和创新策略袁 从而保
证了这项改革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遥

二尧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内容

2017年初袁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将野最多
跑一次冶改革列为第一项重点改革项目袁以解决群
众办事难为切入点袁倒逼政府改革袁提升政府治理
现代化水平遥 2017年 2月 20日袁浙江省政府印发
了叶关于加快推进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实施方案曳袁
就这项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遥这项工作从 2017年
2月开始紧锣密鼓的展开并且进展迅速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具体做法和进展

包括院渊1冤推进野最多跑一次冶事项标准化全覆盖遥
全面梳理公布野最多跑一次冶事项袁按照主项名称尧
子项名称尧适用依据尧申请材料尧办事流程尧业务经
办流程尧办理时限和表单内容等野八统一冶要求袁梳
理规范办事事项袁整合优化权力运行业务流程遥组
织省级部门对同一层级多部门联办的野一件事冶研
究制定统一规范的办事指南遥 截止到 2018 年 8
月袁浙江省公布的省尧市尧县三级野最多跑一次冶事
项分别占同级总事项数的 100% 尧99.59% 尧

99.21%袁以可量化尧可视化尧可检验的要求袁倒逼政
府正确行使权力和依法提供服务遥 渊2冤推进野一窗
受理尧集成服务冶遥以野一窗受理尧集成服务冶作为推
进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主抓手袁将原来按部门职
能分设的窗口整合为投资项目审批尧商事登记尧不
动产交易登记尧医保社保尧公安服务等综合窗口袁
全力打造野前台综合受理尧后台分类审批尧综合窗
口出件冶的政务服务新模式袁推进政务办事从野跑
部门冶向野跑政府冶尧部门野单打独斗冶向野协同作战冶
转变遥受办分离尧集成服务有效实现了部门的业务
协同袁打破了部门固有的利益藩篱遥渊3冤推进野网上
办尧掌上办尧一证办冶遥 制定了叶浙江省公共数据和
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曳袁打破部门信息垄断实现数据
共享袁建设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网遥全面开展办事
事项数据需求梳理与数源确认袁 省级前 100项高
频事项已实现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遥打通 25个省
级部门 45个信息孤岛和 214套市县系统袁 开放
57个省级单位 13500余项数据共享权限袁建立完
善个人综合库尧法人综合库尧信用信息库尧电子证
照库遥 省市县三级开通网上申请的比率分别达
90.5%尧92.5%尧91.0%遥 渊4冤推进投资审批尧市场准
入尧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改革遥 按照减事项尧减次
数尧减材料尧减时间的要求袁逐项编制标准化办事
指南袁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袁一般项目图审时间从
2-3个月压缩到 15天袁 实现不动产交易登记野60
分钟当场领证冶袁推进水电气尧有线电视尧宽带尧银
行服务等事项联动办理遥开展减证便民行动袁需要
办事群众提供的证明目录从 860 项减少到 266
项遥渊5冤推进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向事中事后监管延
伸遥建设 12345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袁投诉
举报事项的办理时间从 21.56天缩短到 4.24天遥
推进跨部门联合野双随机冶抽查监管袁落实执法监
管野一次到位冶机制遥 开发应用全省统一执法监管
系统袁提升智慧监管水平遥加强智能监管和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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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袁实现监管全过程野留痕冶袁防止权力滥用袁减
少腐败机会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有着自己的创新亮点遥 这
些亮点包括院渊1冤这项改革无论从名称尧内容设定
还是从成效的评判上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袁野用户体验冶成为最终的评判标准遥 野最多跑一
次冶的改革名称通俗易懂袁不同于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尧野四张清单一张网冶 等诸多改革都是从政府自
身工作任务角度来命名袁 群众不懂政府要改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的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则是从群众
到政府办事的角度来命名袁 同时也是对群众的一
种庄严承诺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设
定也是以群众找政府办事的感受为标准遥野一件事
最多跑一次冶 的具体事项不同于政府的行政权力
事项袁而是群众和企业要到政府办的野一件事冶袁这
件事可能涉及多个部门尧多个权力事项袁这就需要
围绕群众常办的事项来整合政府部门的权力事项

和运转流程遥改革成效如何袁群众很容易检验遥改
革者自身也把改革成效的评判权交给了群众遥渊2冤
推行野前台综合受理尧后台分类审批尧综合窗口出
件冶的政务服务新模式袁打造市县乡村野四级联动冶
的政务服务体系遥政府部门职能分工过细尧各自为
战尧办公场所分散袁是造成一件事跑多次的重要原
因遥 他们以野一窗受理尧集成服务冶为主抓手推进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袁使群众只需进行政服务中心
野一个门冶尧到综合窗口野一个窗冶就能把野一件事冶
办成遥同时他们还推进野一窗受理尧集成服务冶改革
向基层延伸袁加强乡镇渊街道冤便民服务平台和村
渊社区冤代办点建设袁实现政务服务野就近能办尧同
城通办尧异地可办冶遥 渊3冤深入推进野互联网+政务
服务冶袁以数据共享推动业务协同遥制定叶浙江省公
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曳袁 确立电子签名尧电
子证照等法律效力袁确保网上办事于法有据遥依托
省尧市尧县尧乡尧村五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袁推

进权力事项集中进驻尧网上服务集中提供尧政务信
息集中公开尧 数据资源集中共享袁 做到 野一网通
办冶袁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尧让群众少跑腿甚至不跑
腿的目标遥渊4冤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注重地方标准建
设袁努力实现改革成果的制度化遥他们把标准化作
为基础工作和长效机制袁 先后制定了 叶政务办事
野最多跑一次冶 工作规范曳叶一窗受理尧 集成服务曳
叶浙江政务服务网电子文件存档数据规范曳叶行政
服务大厅现场管理工作规范曳等省级地方标准遥认
真总结推广实践中的好做法袁 并上升为制度性成
果巩固下来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通过将改革成果
的制度化尧标准化和规范化袁保证了这项改革成果
的持续运行和成效的巩固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从 2016年底浙江省领导
提出改革的设想袁到这项改革的深入推进袁期间只
有 1年多的时间袁但却进展迅速遥 据浙江省野最多
跑一次冶 改革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袁2018年 6
月份袁浙江省统计局尧省社科院对近期办过事的特
定服务对象进行了 CATI电话调查渊样本量为 1.2
万个冤袁结果显示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野实现率冶达
88.8%袁野满意率冶达 94.7%遥 这项改革为什么能够
快速实施并取得显著进展呢钥 笔者带着这个问题
请教了项目的组织实施者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

料袁总结出如下几点成功的原因遥首先袁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被列为省委省政府第一号重点工程袁各级
各部门主要领导对这项工作亲自抓重点抓袁 重视
力度空前遥 2016年底车俊同志提出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设想时担任浙江省省长袁 他将这项工作列入
浙江省 2017年叶政府工作报告曳并作为省政府第
一号重点项目来抓遥 2017年 4月他被任命为浙江
省委书记后这项工作成为省委第一号重点项目袁
每次下基层都要到行政服务中心调研 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工作遥同期接任省长职务的袁家军继续把
这项工作作为省政府的第一号重点工作来抓遥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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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 1名常务副省长亲自领导野最多跑一次冶改
革的日常统筹协调工作遥 省长每两个月听取一次
汇报袁 常务副省长每个月召开一次例会听取汇报
研究解决有关问题遥 各级各部门都是按照这个模
式来统筹推进本地区本系统的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
工作遥其次袁袁家军省长按照曾担任神舟飞船总指
挥时积累的管理经验袁 对这项全省第一号重点项
目采取野挂图作战冶的模式来推进工作袁野最多跑一
次冶 改革工作团队发挥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
全力以赴推进工作表现出超强的执行力遥 在省委
主要领导确定工作目标和基本方向后袁 袁家军省
长亲自督战并要求野挂图作战冶遥 省编办室务会议
成员尧 体改处处长董继鸿在与我们的座谈中最常
用的一个词就是野挂图作战冶遥 所谓挂图作战就是
根据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总体任务和进度要求袁将
任务分解到每个地区和部门袁 将责任压实到每个
地区和部门的负责人袁 明确进度要求和验收的时
间节点袁具体进展在图上明确标示出来袁进展落后
需要解释原因袁 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任务就要追
究责任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办公室的牵头单位和
成员单位的成员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工作遥 各
地区各部门都开足马力推动这项改革遥最后袁浙江
省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工作表彰会和经验交流会袁
表彰奖励先进典型总结推广成功经验遥 各地区各
部门为了在推进全省第一号重点项目工作上不落

人后得到领导的关注和表扬袁相互比学赶超袁展开
了一场无声的竞赛袁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工作进度袁
出现了超额完成任务的可喜现象遥

三尧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主要成效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治理创
新袁它在解决行政性腐败尧改善营商环境尧规范政
府行为尧 提高行政效率等带有普遍性问题方面都

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遥
审批权腐败尧加速费尧好处费等行政性腐败是

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遥 审批事项多袁证明材料多袁
办事环节多袁等待时间长袁迫使企业和群众为了加
快办事速度而支付加速费尧好处费袁不给好处不办
事袁给了好处乱办事袁权力寻租权力设租袁与审批
权相联系的腐败比比皆是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事项袁减少证明材料袁压
缩办事时间袁实现数据共享袁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到
综合窗口野最多跑一次冶袁甚至一次不用跑袁实现
野网上办尧掌上办冶袁并致力于实现野一证通办冶遥 这
样就减少了群众和企业与具体办理人员面对面接

触的机会袁减少了送礼行贿的可能性遥
企业办理证照多难繁袁 投资项目审批环节过

多时间过长袁企业受到有关部门的刁难等袁是严重
影响企业营商投资意愿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遥 浙
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袁在商事登
记制度尧投资项目审批尧投诉举报尧监管检查等领
域迈出了重要改革步伐遥 他们持续深化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袁 在全省范围推行 20个领域 野证照联
办冶尧28个事项野多证合一尧一照一码冶袁推动企业
野一照一码走天下冶遥 他们还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
诺制袁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袁实施野区
域能评尧环评+区块能耗尧环境标准冶和野多评合一尧
多审合一尧多测合一冶袁推进涉政审批中介改革袁到
2017年底前实现了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野最
多跑一次冶遥 推进跨部门联合野双随机冶抽查监管袁
落实执法监管野一次到位冶机制袁防止多头执法尧重
复检查尧任性检查遥
政府审批行为不规范袁随意性大袁权力任性乃

至滥用袁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
一次冶改革致力于规范政府审批行为袁提高政府行
为法治化程度遥 他们实行受理和办理分离袁野综合
窗口冶只负责受理袁具体审批人员在后台办理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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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群众直接打交道遥 他们对执法监管行为实
行野全过程留痕冶袁防止执法权滥用遥

行政效率低下袁 企业和群众办事难办事繁办
事慢袁是全国各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遥浙江省领导
率先做出野最多跑一次冶的庄重承诺袁经过一年多
的改革努力袁办事难繁慢的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遥
他们从群众最渴望解决尧 最难办的事情上入手寻
求突破遥为此积极推进不动产交易登记改革袁成功
实现交易备案尧税款征缴尧不动产登记全业务全过
程野最多跑一次冶并实现了不动产登记野60分钟当
场领证冶遥他们针对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这
个难度最大的矛盾焦点袁 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袁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袁到 2017年
底前就实现了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 野最多跑
一次冶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遥 这项改革降低了各类市场主体的负
担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袁改善了投资经商环境袁
让企业和个人可以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遥 2017年
浙江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7.8%袁 财政总收入增长
10.6%袁企业家信心指数连续 6个季度上扬袁民间
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 58.3%袁 市场主体活
力持续增强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推动了野清廉浙
江冶建设袁改善了浙江的党风廉政建设状况遥 这项
改革通过全面整合和优化审批流程袁 推动政务服
务标准化尧法治化袁强化了群众参与尧群众评价尧群
众监督袁推动了政务公开袁从而有助于铲除滋生腐
败的寻租空间和建设廉洁政府遥 据统计袁2017年
浙江省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达到 94.8%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具有很好的可持续

性遥它本身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野四张清单一张
网冶改革的再继续再深化袁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3.0版遥 这项改革虽然开展了仅 1年多的时间袁但

已展现了很强的生命力遥 无论从效用尧制度化尧社
会评价尧上级肯定尧干部士气等五个方面来看都呈
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遥第一袁这项改革在解决群众
和企业办事难繁慢尧 营商环境不佳尧 行政效率不
高尧 政府行为不规范等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成效
显著遥 问题驱动效果导向的改革只有在解决问题
上效果显著才能富有生命力遥 这项改革完全符合
该要求遥第二袁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制定了一
系列政务服务的地方标准袁 其中有的做法还被中
央深改组和国务院 野放管服冶 改革相关文件所吸
纳袁 改革成果被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了
这项改革的持续运行遥第三袁这项改革得到了地方
民众尧新闻界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肯定遥
在桐庐县课题组与项目受益者座谈会上袁 有的市
民谈到袁原来办一个不动产登记证要带很多材料袁
跑许多趟袁现在事先咨询带齐材料后跑一趟袁等一
个小时就能拿到不动产登记证袁太方便了曰企业代
表则谈到袁来浙江桐庐投资袁各个职能部门尽量为
企业着想袁宁可自己多跑腿也让企业少跑腿袁他们
的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通过用了 42天就审批
通过袁明显快于其他地方遥 淤新华社尧光明网尧新浪
网等全国性媒体专门报道了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叶求是曳杂志社专门召开
了理论研讨会袁专题研讨和报道浙江省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遥 学术界也高度关注这项改革袁并发表了
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遥 社会各界的肯定使改革的
发起者和实施者充满了荣誉感和成就感袁 增强了
将这项改革进行到底的动力遥第四袁党中央和国务
院对这项改革给予了高度肯定遥 2018年 1月 23
日袁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深改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叶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调
研报告曳袁对这项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了充分
肯定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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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 叶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
见曳袁将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作为第一附件下
发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袁野最多跑一次冶被
正式写入 2018年国务院叶政府工作报告曳遥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肯定使这项改革获得了更大的合法

性袁使改革者深入推进这项改革的动力更强劲遥第
五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一线实施者士气高昂袁干
劲十足遥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的同志反映袁行政服
务中心的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各级领导

的高度重视袁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能得到领导们的
考虑和反馈袁 他们的要求能得到领导们的积极回
应袁同时领导的要求高袁压力大袁大家都铆足劲工
作曰负责推动这项改革的实施者反映袁尽管他们的
工作很累袁经常加班加点袁但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
意义遥自己身边的亲人尧同学都对野最多跑一次冶改
革赞誉有加袁 知道自己在从事这项工作都认为这
是正事好事鼓励他们要好好干遥 淤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得到中央肯定和社会各界
关注后袁 吸引了全国各地来浙江借鉴取经遥 2017
年 2月浙江省发布 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实施方案
后袁西安市 3月即提出实施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遥同
年 6月袁野最多跑一次冶扩散到内蒙古尧河北尧辽宁尧
江苏等地遥 7尧8月袁扩散到四川尧甘肃尧山西等地遥 9
至 12月袁扩散到云南尧陕西尧青海尧福建尧黑龙江尧
山东尧河南等地遥据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办公
室同志统计袁截止到 2018年 8月袁全国已经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以不同形式采纳了此项改革遥 不少
省份纷纷推出类似改革遥如福建推行的野一趟不用
跑冶和野最多跑一趟冶改革袁江苏实行的野不见面审
批冶袁湖北实施审批服务野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冶改
革袁天津野一枚印章管审批冶做法袁广东推出野一门
式一网式冶政务服务新模式袁安徽组织的野最多跑
一次冶专项行动袁山东施行的野零跑腿冶和野只跑一

次冶改革袁等等遥
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为什么能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呢钥 究
其根本原因在于袁 这项改革既契合了中央的政治
理念和工作重点袁 又满足了群众和企业的迫切要
求袁合乎党心合乎民心袁具有高度的政治正当性遥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的治国理政理念袁国务院加快推进野放管服冶改
革袁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生动体现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治国理念袁在野放管服冶改革方面先行一
步大胆探索具有示范效应袁 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
高度肯定袁促进其他省份的领导积极跟进遥民间投
资疲软尧营商环境不佳袁企业和群众办事难袁是各
个省份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袁 不解决这些问题经
济难以发展袁党群尧干群关系难以得到改善遥 浙江
省的改革在解决这些带有普遍性问题方面成效显

著袁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遥效用突出群众
支持袁赋予了这项改革以很强的政治正当性袁因此
出现了浙江省改革在先尧 众多省份积极迅速跟进
创新并快速扩散的良好局面遥
在调研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袁 浙江省已经将

自己权限范围内能够改革的作为发挥到极致袁但
现实仍然不能令人满意遥浙江当地干部指出袁即使
实现投资项目审批野最多跑一次尧最多 100天冶的
目标袁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遥根据世
界银行 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的国际排名袁中国排
在第 78位咱4暂袁甚至落后于墨西哥和俄罗斯等新兴
经济体袁竞争力和吸引力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遥
要增强中国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袁 要进一步实
现审批服务便民化袁 这项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遥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对国家部委
的职权进行削减尧 需要对现有的全国性法律法规
规章进行废改立袁 而这些都不是浙江省自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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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主的事情遥 浙江省已经把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实
施过程中遇到的国家层面政策法律瓶颈和相应的

68条具体的修改建议反馈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野放管服冶改革工作领导机
构遥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改革将在国家层面加以
协调推进并取得新的突破遥

渊注院除文中实际引用的参考文献而外袁文章还
参考如下资料院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叶野最
多跑一次冶 改革资料汇编曳渊内部资料冤袁2018年 3
月曰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叶推进野最多跑一
次冶改革经验材料汇编渊一冤渊二冤曳渊内部资料冤袁2017
年 8月曰浙江省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办公室.叶浙江省
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工作指南曳渊内部资料冤曰浙江省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叶首届野中国廉洁创新奖冶评选
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申请信息表曳袁2018年 6月 27
日曰范柏乃袁陈亦宝.推动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不断前
行咱N暂.浙江日报袁2018-04-20曰聚焦浙江野最多跑一
次冶院野刀刃向内冶造就改革样本?咱EB/OL暂.中新网袁引
自新浪新闻袁http院//news.sina.com.cn/o/2018-03-30/
doc-ifysttcm1604173.shtml袁2018-03-30院 引用日期院

2018-08-10曰沈轩.野最多跑一次冶改革的实践创新和
理论价值?咱N暂.浙江日报袁2018-03-12曰浙江深化野最
多跑一次冶 改革院 持续发力打破 野信息孤岛冶?咱EB/
OL暂. 新华网袁2018 -05 -09.http院//csj.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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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Micro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要要要A Case Study on "Maximum One Visit Service" in Zhejiang Province

HE Zeng-ke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of micro-level mechanisms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from the innova鄄
tion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China, which includes that why the special practice of local government innova鄄
tion happens, how to implement this kind of innovation, why this innovation is sustainable, and why this innova鄄
tion spreads into more areas. To find the scientific answers toward these issues requires the engagement of case
studies. "Maximum one visit service" reform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uch a typical successful case. Since the in鄄
troduction of the new concept at the end of 2016, the"Maximum one visit service" reform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anticipated goals in August 2018 and has spread in 28 provinces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the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icro-mechanism of the reform from its initi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pread over.

Keywords: Zhejiang province曰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曰 Micro mechanism曰 "Maximum one visit ser鄄
vi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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