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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历来高度重视以政务服务改革释放发展红利。

从全国首创“三单管理”“跨城通办”，到行政审批标

准化建设，再到全国率先推出“湾区通办”，南海在政

务服务改革领域打造了很多工作亮点，为全省、全国做

出了示范，探索了经验。

做好“政务下沉，数据上云”: 一方面，要按权责一致、

重心下移、减少层次、能放则放的原则，最大限度向镇（街）

下放行政审批及其配套的行政审批事权；积极通过“权限

开放”“电子流转”“物理流转”等方式，推动更多事项

跨镇可办，为企业群众就近办事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南海丰厚的“数据家底”和数

字基础优势，充分利用物联网、5G、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

探索智能审批、一网通办改革，逐步减少企业群众办事提

交材料、填写表格内容、跑动次数，不断提升网上办事能力。

探索对适宜的事项开展智能秒批，实现即报即得。

13 个学校项目陆续启用

将再增加 10个学校项目

个事项下沉至镇街行政服务中心

文／珠江时报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南政数宣

南海推行政务服务扁平化改革工作，撤销区级行政服务中心实体窗口

作为政务服务改革领域的“先行者”，南海又推出一个“全

国首推”。

8月31日，南海区政务服务扁平化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

9月 1日起，南海实施区、镇（街）和社区三级的政务服务扁

平化管理，以全国领先的事权下放力度，在国内首推撤销区级

行政服务中心实体窗口，将政务服务资源、审批权限下沉镇

（街），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的满意度。

新增近1.8万个学位、13个新改扩建学校项目陆续启用；有10个新改扩建学校项目正在建设或开展前期筹备中，

将为南海学子提供更多学位、更多选择。9月 1日，新学年伊始，南海就为家长学生

奉上了这样一份“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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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海五小

●南海实验中学（小学部）

●平洲中心小学新校区

桂城

新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新增学位2200个。 

新建民办小学，建筑面积 44873 平方米，

新增学位 1620 个。

易地新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27881 平

方米，建筑面积 43332 平方米，新增学

位 631 个。

●务庄小学

●永安小学

●新颜峰小学

●梅沙双语实验学校

●下柏小学

狮山

扩建公办小学，建筑面积 4569 平方米，

新增学位 480 个。

扩建公办小学，建筑面积 3150 平方米，

新增学位 540 个。

易地新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29160 平

方米，建筑面积 25353 平方米，新增学

位 1620 个。

新建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面积

63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98000 平方米，

新增学位 3200 个。

扩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712 平方米，建

筑面积 2840 平方米，新增学位 270 个。

●南畔小学新建综合楼

九江

扩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1027 平方米，

建筑面积4445.47平方米，新增学位540个。

●大沥中心小学扩建工程

大沥

扩建公办小学，建筑面积 20256 平方米，

新增学位 900 个。

●南海双语实验学校

●旗峰小学新建综合楼

里水

新建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建筑面积超

过 16 万平方米，办学规模 125 个教学班，

新增学位 4800 个。

扩建公办小学，用地面积 969 平方米，建

筑面积 4845 平方米，新增学位 1300 个。

●旗峰中学新建办公楼

扩建公办中学，用地面积 559.72 平方米，

建筑面积3499.59平方米，新增学位350个。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通讯员 陈善炀

552
本次改革涉及的 552 个事项 100% 网上可办，85%

以上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超过 100 个事项可实现全流

程网办。市民可使用“南海通”手机 APP，办理本次扁

平化改革涉及的所有事项。

网上办事包括“原件核验”“全流程网办”“智能

审批”等方式，探索对适宜的事项开展智能秒批，实现“秒

办秒批”。

原件核验：申请人只需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待部

门在后台审批办结后再通知申请人携带原件材料到窗口核

验，核验通过后即可领取办理结果。整个办事过程申请人

最多只需跑一次。

全流程网办：申请人在网上提交电子材料，部门审批办

结后直接发放审批结果，整个办事过程申请人一次不用跑。

智能审批：通过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预设审批规则、

人工智能判断、区块链技术介入等方式，申请人网上申请

后即可实现自助秒批。

政务服务事项
下沉镇（街）

“放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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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只需要使用“南海通”

手机 APP，即可办理本次下

放的所有事项，畅享“指尖

上的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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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13个新改扩建学校项目陆续启用
新学期新增近 1.8 万个学位，为南海学子提供更多选择

亮点

1
优化审批流转方式  
实现网上办事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本次改革将分步推进

区级行政服务中心实体大

厅收件窗口撤销工作，最

终实现区级中心综合窗口

服务事项下沉至各镇（街）

行政服务中心办理，进一

步强化镇（街）行政服务

中心及社区公共服务中心

的服务功能。

事权下放：南海将分批

把552个事项下放至镇（街），

其中有 293 个事项扩大了镇

（街）受理范围，259 个事

项下沉镇（街），镇（街）

实施事项增加至 1345 个。

目前，南海区已有1086

个事项在镇（街）实施，占

总事项数 70%。全区 7 个镇

（街）行政服务中心办件量

占总量 80% 以上。再下放

259 个政务服务事项后，镇

（街）实施事项增加至 1345

个，政务服务事项下放力度

为佛山五区之首。

审批权限向镇（街）投

放：实行跨层级、跨区域审

批，让基层拥有更多行政审

批自主权，从而释放镇（街

道）活力。

目前推出的第一批政

务服务扁平化改革事项目录

295 个中，52 个事项由区部

门委托镇（街）审批，赋予

各镇（街）更多审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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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海的怡海五小、颜峰小

学新校区、南海实验小学东校区（原

名）、平洲中心小学、梅沙双语实验

学校、南海双语实验学校等 6 所新建

学校，以及南畔小学、大沥中心小学、

务庄小学、永安小学、下柏小学、旗

峰小学、旗峰中学等 7 所学校的扩建

工程已完成，并在新学期投入使用。

这批新改扩建学校在软硬件设施、校

园环境、师资配备等方面都有不同程

度的提升。其中，桂城两天启用 5 所

学校，成为南海教育大手笔投入、跑

出“加速度”的有力印证。

在一批高颜值、高水平新学校投

用之际，南海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建设

步伐并未放缓，有 10 个项目正在开

展建设或前期筹备中，包括西樵大桐

堡小学综合楼、丹灶金沙中学教学楼、

丹灶中学（学生宿舍）、大沥平地小

学厚德楼、大沥城南小学综合楼、狮

山官窑中心小学驿园校区、里水中心

小学新建综合楼、和顺中心小学新建

综合楼、和顺小学新建综合楼、南海

中学实验学校（公办）等多个项目。

其中，南海中学实验学校（公办）

为新建公办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校址

位于丹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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