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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同意浦东“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首批选择电商、便利店、
超市、饭店、宾馆等 31 个行业纳入试点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9 日电 经李克强
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开展
“一业一证”改革试点大幅降低
行业准入成本总体方案的批复》
（以下简称
《批复》），同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一
业一证”改革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
至 2022 年底。
《批复》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支持浦东在改革系统集成协

同高效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造经
验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
要求，将市场主体进入特定行业经营涉
及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
可证，实现“一证准营”，大幅降低行业准
入成本，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在
全国范围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更
好克服“准入不准营”现象积累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
《批复》提出，聚焦市场准入多头审
批、市场主体关注度高的行业，建立行业

综合许可制度。对试点行业确定行业管
理的牵头部门和协同部门，实现“一帽牵
头”。全覆盖梳理各行业审批事项，为市
场主体提供准确便利的办事导航服务，
大幅降低对市场准入制度的学习成本，
实现“一键导航”。对同一行业的全部准
入 条 件 进 行 标 准 化 集 成 ，实 现“ 一 单 告
知”。将多张申请表归并为一张申请表，
实现“一表申请”。统一受理申请，各部
门并联审批，实现“一标核准”。将多张
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明
确 在 全 国 范 围 有 效 ，实 现“ 一 证 准 营 ”。

首批选择电商、便利店、超市、饭店、宾馆
等 31 个行业纳入“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配套将国务院部门负责实施的 25 项行政
许可等事项委托上海市浦东新区承担受
理和发证工作。
《批复》强调，强化改革系统集成和协
同配套，
深化告知承诺制改革，
开发应用网
上申办系统，
探索智能审批模式，
建立行业
综合许可
“好差评”机制。配套建立职责明
确、分工协作、多元共治的行业综合监管制
度，理顺监管职责，强化信息共享，加强监
管协作，打造智慧监管模式，实行动态监

管、风险监管、信用监管、分类监管，
有效防
范行业重大风险。
《批复》要求，上海市要加强对改革试
点实施的组织领导，在大幅降低行业准入
成本的同时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实现审批
更精简、监管更有效、服务更优质。国务
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支持上
海市浦东新区开展“一业一证”改革试点，
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国务院
办公厅、司法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
协调，及时总结推广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
经验做法。

浦东召开
“十四五”
规划专家座谈会

高质量规划蓝图 高标准落地执行
本报讯 （记者 王延）市委常委、区委
书记翁祖亮昨日上午主持召开浦东新区
“十四五”规划专家座谈会，深入听取专家
学者对浦东
“十四五”发展的意见建议。
翁祖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
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为浦东
站在新起点，
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谋划了宏
伟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吹响了冲锋号
角。谋划浦东
“十四五”
发展、
展望更长远的
未来，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更好凝聚专家学者的智慧力量，建立高
站位、
实现高起点、
做到高质量，
浦东要全力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努力成为
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
“四个自
信”
的实践范例，
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神、
中国道路。
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的重要理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要始终坚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围绕关键变量、战略任务、标志项目谋划重大举
措，
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
●要始终坚持把握改革、
开放、
创新这条
“生命线”，
做好浦东区域联动文章，
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迎伟出席座谈会。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市
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上海社会科学院原
院长张道根，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
组书记权衡，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
校长吴志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陈诗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
大建等先后发言，就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
动力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自主创
新高地、推动新的城乡两元结构一体化发

展、发展精品城市战略、更好发挥浦东龙头
辐射作用等谈了各自想法，提出了有针对
性、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区领导认真倾
听记录，
与大家深入交流讨论。翁祖亮说，
各位专家学者为浦东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
展提供了非常真诚且充满感情的帮助，向
大家表示感谢。我们将充分梳理、认真吸
收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
高质量编制好
“十
四五”规划，高水平落实好国家战略任务，
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翁祖亮说，
“十四五”
处于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浦东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编制
浦东新区
“十四五”
规划，
要以总书记的讲话
为根本遵循，
把握好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实质
和深刻内涵。
“两个放在”
深刻阐明了浦东发
展的新方位，
凸显了浦东的特殊使命、特殊
责任，是我们谋划浦东一切工作的战略支
点。
“一个引领区、
三个成为、
三个展示”
鲜明
确立了浦东发展的新定位，
“五个新”
精准指

明了浦东发展的新路径。
翁祖亮指出，编制浦东新区“十四五”
规划，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的重要理念，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要始终坚持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围绕关
键变量、战略任务、标志项目谋划重大举
措，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要始终坚持
把握改革、开放、创新这条“生命线”，做好
浦东区域联动文章，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
和活力。
翁祖亮强调，编制浦东新区“十四五”
规划，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结果
导向。既要为未来五年做好规划，还要为
更长时期的发展奠定基础；既要有高质量
的规划蓝图，
还要进行高标准的落地执行。
区领导董依雯、姚凯、李国华、管小军、
吴强、吕雪城、唐石青参加座谈。

今日导读
浦东创建特色创业型社区

尽心尽力支持每一次创业

第三届长三角文博会展示了疫情影响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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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长三角文博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日上
午，
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的 7.2 馆和
8.2 馆拉开帷幕，
将于11月22日闭幕。
受疫情影响，文化产业亟待化
“危”为“机”，重振发展信心。与去
年相比，本届长三角文博会参展单

天 气

上海
14~18℃
阴转小雨

位数量不降反升，达到 1011 家，同比
增幅为 13%。展览面积为 5.4 万平
方米，板块分为综合发展板块、海外
菁华板块、文化科技板块、数字创意
板块、授权交易专题展和文创生活
专题展。腾讯集团、阅文集团、文广
集团、上海报业集团、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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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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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 国际艺术品机构等一大批领军
推动长三角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重
企业、重点企业积极参展。
要平台。根据长三角文博会前三年
由沪、
苏、
浙、
皖三省一市党委宣 “三步走”
的发展规划，
首届的重点是
传部共同发起举办的长三角文博会， “创办”
，
第二届的重点是
“壮大”
，
第三
是贯彻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
届的重点是“提升”。第三届文博会
家战略、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在提升专业品质、
扩大交易规模方面
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也是
跨上了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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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资国企临港新片区
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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