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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化监管

专网配专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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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式竞价

我区推出全国首家行政审批涉审中介“淘宝网”
全面助力投资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收实效

建设重要窗口

1 个小时内达成合同意
向金额 980 万元

构进行脱钩，对那些垄断性的中介机构

网”
更加
“红红火火”
，
区行政审批局还独

进行拆分，并引进国内知名中介机构入

辟蹊径，
在中介
“淘宝网”
上导入了
“竞价

驻，通过摘掉“红顶帽子”，打破“垄断樊

机制”
：
把12个大类涉审中介事项全部纳

篱”，切断了利益关联，激活了市场竞

入竞价系统，并设置了“业主发布信息、

争，廓清了中介秩序。到目前，已有 12

中介报名参与、
双方自愿组合”
的网上竞

术开发区的绍兴伽瑞印染有限公司负

类 199 家中介机构入驻中介“淘宝网”，

价流程。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詹建平介

责人徐顺勇心情颇为舒畅：企业兼并浙

其中设窗入驻的 8 家，挂牌入驻的 191

绍说：
“
‘竞价机制’
让
‘买家’
‘卖家’
良性

江长盛线业公司后的技改提升项目，原

家。区外中介机构占有率达 88%。

互动，推动了中介服务费用和时间双下

采购日走近柯桥”专场活动在

贡献柯桥力量
本报讯

这几天，位于柯桥经济技

“政府采购日走进柯桥”
专场活动昨日举行
本报讯

昨天下午，“政府

为进一步提高中介“淘宝网”的服

降、
质量和效益双提升。据初步统计，
目

区财政局举行。区内包括政

水保、安评等七七八八的手续，在区行

务效率，区行政审批局首创了中介评估

前已有 26 个项目竞价成交，
项目业主平

府机关、医院和学校在内的 30

政审批局新开设的中介“淘宝网”里，居

联合服务制度，即设立“专窗”，无缝对

均节省时间超过 30%，平均下浮各类服

多家采购单位，与 40 多家绍兴

然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搞定了。他说，

接项目业主与审批部门的业务需求；设

务收费25%左右。
”

本地的供应商共聚一堂，开展

就冲着咱们柯桥区这样的高效服务，公

立“专网”，由项目业主网上发布信息并

中介“淘宝网”服务商品“琳琅满

政府采购对接洽谈，全场商品

司近期还要新增项目、追加投资。

选择适合自己的中介机构。被选定的

目”
、
经营手法
“灵活多样”
，
使得我区的行

承诺为线上政府采购平台——

本以为要花上半年时间的环评、能评、

行政审批涉审类中介服务是企业

这些中介机构则在网上同步开展各类

政审批改革在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如

“政采云”中最低价。大部分商

项目投资全链条中必不可少又最耗费

评估编制工作，形成了“一站式”联合体

“安评”
从原先的 90 日减少到 45 日，
“林

品都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活动

时日的一个重要节点，同时，因其涉及

服务制度。目前，通过“专窗”
“专网”的

地许可”
从45日减少到7日，
工业项目测

旨在助推区内企业入驻“政采

有偿收费，故而存在行业垄断、利益固

已有龙之梦大厦等 200 只项目，其中

绘由39日缩短至10日以内，
三产项目测

云绍兴制造馆”，拓展产品销售

化等痼疾。对此，区行政审批局创新优

102 只完成了联合评估服务，项目业主

绘至少可缩短 1 个月以上。区行政审批

渠道，节约财政资金，通过政

化管理模式，通过搭建中介“淘宝网”这

平均少跑 25 次以上，
申报材料平均减少

局局长金阿根表示：
“通过涉审中介‘淘

府部门和本地企业供需双方

个笼子，严把准入关、考核关和清退关，

46 份以上。区行政审批局中介管理中

宝网’
建设，
拓展了
‘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

“牵线搭桥”，进一步助力企业

把符合资质的中介机构归入监管范围，

心主任沈珺告诉记者，目前，区行政审

范畴，
营造了优质的营商环境，
还更有力

并通过统一“承诺时间、收费标准、服务

批局正在对专网进行 2.0 版升级，以拓

地推动了全区投资项目的落地见效，为

对接会上，采购方共带来了

标准”来强化监管。与此同时，区行政

展服务功能、强化监管功能。

全区的高质量发展和
‘重要窗口’
建设作

1200 余万元的采购需求，现场

审批局对那些隶属职能部门的中介机

改革没有止境。为了让中介“淘宝

出了担当。
”

（全媒体记者 封雪初）

发展。

气氛火爆，不到 10 分钟就有数
份政采意向合同签订。区中医医
院医共体湖塘分院想要采购一台
医用电梯，梅轮电梯的工作人员
经过一番推介洽谈，拿下了一份

节前检查月饼生产

意向合同。公司部门经理邵柏仁
开 心 地 说 道 ：“ 前 期 通 过 入 驻
‘政采云绍兴制造馆’
，我们相互
之间已有初步了解，这次的线下
对接会，给了我们一个面对面深
入交流的机会，大大提高了采购
活 动 的 效 率 和 成 交 几 率 。” 最
终，梅轮电梯在会上共签订了 3
份意向合同。据统计，不到 1 小
时的对接会，全场总共达成合同
意向金额 980 万元。
此次活动由区财政局联合区
公管办举行。为促进财政资金合
理使用，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
境，缓解供应商资金难题，今年
以来，我区积极发挥政府采购政
策功能，线上线下齐发力，“双
线融合”打通政采供应链，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在线上，深耕
“政采云”平台，推进柯桥精品
馆建设，放宽网上超市准入条

中秋节临近，
9 月 15 日，
兰亭街道食安办联合兰亭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
来到绍兴新烨食品有限公司检查月饼生产，
在公司生产车间，
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月饼生产的原料、
制作、
烘焙、
包装、
标签标识是否合格等。通过检查，
维护辖区内月饼
生产销售市场的良好秩序，
为即将到来的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全媒体记者 沈潇 摄

件，上线办公用品、数码产品等
14 大类 6.48 万件商品，实现商
品库全省共享。在线下，开展
“采购日”专场活动，邀请区内
供应商、采购商开展线下洽谈
会，共商共赢。此外，降低“供

〉
〉上接第一版

施，注意环保习惯，并巡查洗衣房周

制”，正是王坛镇以精细化治理，长效化

应链”成本，如履约保证金降至

王坛镇位于小舜江源头保护区，

边的河道，对仍在河道中洗衣服的居

管理践行“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随

采购合同金额的 5%以内，中标

以前常有居民在附近河道里洗涤衣

民进行及时劝导。当了一个多月的

着这一系列疏堵结合措施的推出，目前

供应商可在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

服，对水质造成一定影响。从去年开

“房长”后，董渭民感到居民的洗涤习

流淌过王坛集镇的小舜江南北溪边，再

日获得采购单位不低于合同金额

始，王坛镇先后建设了 7 个生态洗衣

惯有了明显的改善：“一开始小区里的

也没有了洗衣人的身影，而洗衣房中谈

30%的预付款，并免收供应商保

房，为王坛集镇居民洗涤衣服提供便

居民总觉得在洗衣房洗衣服别扭，劝

笑风生的居民们，也成为了集镇上一道

证金，据统计，1-8 月共免收保

利场所。今年 8 月，王坛镇全面推行

了他们几次以后，他们在洗衣房里尝

别样的风景线。
“留住更多青山绿水，才

证金 2 亿余元，大大减轻了企业

房长制，为每个洗衣房都配备了 1 名

试了一下，发现这里既可以遮风挡

能将他们转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王

融资成本。

“房长”。“房长”除了要维护洗衣房内

雨，也有座位可以休息，水也干净，

坛镇党委书记张志华介绍道。下一步，

及周边卫生保洁，汇报需要维修更新

还有搓衣台，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去河

王坛将探索加强生态洗衣房的日常运

的设备，还要对洗衣房内的居民进行

边洗衣服了。
”

行管护，并争取让洗衣房可以走出集

引导，让他们养成文明洗衣，爱护设

从建设生态洗衣房到设立“房长

镇，
走入村居，
为更多居民提供便利。

（全媒体记者 章哲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