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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水集团字〔2019〕138 号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用水报装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指示

精神，对标国内先进城市，打造济南市“金牌营商环境”，

在 2019 年接水报装再提速基础上，深入推进企业用水报装

改革，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继续转变思想认识，提升比优赶超意识，进一步压缩办

理时限，深化“托管式”服务，实施“三零”服务，着力提

升企业用水报装获得感、满意度。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压缩时限，进一步提升业务办理效率。 

通过各项服务前置、业务环节并联办理等措施，实现： 

1.单表接水在“321”模式基础上压减为“221”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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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受理并确定用水方案、开栓通水 2个环节、2个工作日、

1 项申请资料（申请表）。 

单表项目全流程压缩至 3-10 个工作日，包括：受理并

确定用水方案 0.5-1 个工作日；图纸设计 1-2个工作日；出

具预算、合同签定 1 个工作日；工程施工（含竣工验收、挂

表通水）1-6个工作日。 

“三零”项目全流程压缩至 2-9 个工作日，包括：受理

并确定用水方案 0.5-1个工作日；图纸设计 1-2个工作日；

工程施工（含竣工验收、挂表通水）1-6个工作日。 

2.新建居民住宅小区业务由“322”模式压减为“222”

模式。即：受理并确定用水方案、开栓通水 2 个环节、2 个

工作日、2 项申请资料（申请表、项目图纸）。 

园区项目全流程 60 个工作日，包括：受理并确定用水

方案 1-2 个工作日；图纸设计 18个工作日内；出具概算 1-6

个工作日；合同签定 1个工作日；工程施工（含竣工验收、

户表安装）30 个工作日内；挂表通水 1-3 个工作日。 

（二）实施“三零”服务。 

针对济南市招商引资项目推出“三零”承诺，围绕打造

金牌营商环境“济南样板”，实施“三零”优惠政策，做好

项目落地服务和用水保障，新装单表业务“零跑腿、零资料、

零费用”，即： 

1.“零跑腿”: 在项目签约落地或建设项目方案联合审

查核准阶段直至挂表通水，客户发展部牵头提供前置服务、

全程上门服务，无需客户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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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零资料”：在上门服务阶段现场指导客户填写《客

户申请表》，无需客户提报资料。 

3.“零费用”:水务集团免费进行工程设计、施工，免

费提供工程材料、监理，无需客户投资。 

（三）深化“托管式”接水服务 

持续提升客户管家服务水平，深化专人负责、全流程追

踪的服务模式，在提供预约上门、解答咨询、协助申请、协

调督促进度等“托管式”服务的基础上，接水后客户管家继

续加强用水情况跟踪，提供延伸服务，确保客户用水无忧。 

三、保障措施  

（一）服务前置，在建筑许可阶段同步审核设计方案，

提出初步接水方案。 

结合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客户发展部组

织相关部门做好各项对接工作。在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接到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意见征询信息，即时通知总工办，由总工

办明确供水系统设施 （包括二次供水设施、管道井、消防

水池等）要求，对项目供水设施建设提出指导意见。同时客

户发展部组织设计院、工程管理部门、管网管理部门、营销

部门等结合项目实际和周边配套情况提出初步接水方案，主

动服务建设单位。 

（二）加强管网基础管理，提高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确

保 1 个工作日内确定用水方案。 

加强供水管网基础管理，工程管理部门强化施工过程中

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对已完工的工程及时竣工测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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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竣工图纸与测量数据的一致性，确保竣工资料及时移交。

管网管理部门应对地理信息系统及时更新，确保 GIS 系统信

息真实准确。 

各部门应选派业务能力强、服务素质高的骨干力量，提

前了解客户用水需求，落实客户周边供水管道口径、材料、

埋深、高峰时段压力情况，最近预留口管道口径、阀门，管

网运行情况，确保现场即时、准确确定接水方案。 

（三）提高道路挖掘（占用）手续办理效率。 

涉及道路挖掘（占用）等行政审批的，结合《关于进一

步明确为用户直接服务地下管线项目规划审批事项的通知》

（济自然规划发[2019]102 号），工程管理部门应加强与行

政审批部门的沟通，强化测绘时限控制，加快路面挖掘（占

用）资料准备、手续提报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为接水报装再提速提供支撑 

  依托政务服务平台、水务集团官网、微信服务号、手机

APP 等现代化手段，全面推行“掌上办公、移动办公”，实

现业务申请网上办，办理进度线上查，构建业务网上填报“零

见面”，部门信息共享“零见面”，实现接水业务办理智能

化、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办事便利度。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9月 29日 

 

                                                       

济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9年 9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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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单表接水业务流程图 
 

主要流程 责任部门 主要职责 
时限 

（工作日） 

 

信息传递 
客户发展部 

接到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意
见征询信息，即时通知总工办，
并传递设计院、工程管理部门、
管网管理部门、营销部门等。 

当日 

 

受理并确定用
水方案 

客户发展部
设计院 

管网部门 
工程部门 

客户发展部与客户预约时
间，组织到现场确定用水方案，
现场指导客户填写《用水申请
表》。 

0.5-1个 

 

设计出图 设计院 
出具设计图纸，完成图纸审

定并上传报装系统。 1-2个 

 

出具预算、签
定合同 客户发展部 

按照单表项目工程预算一
费制清单出具费用，告知客户供
客户选择。具备进场条件的，与
客户签订委托协议。 

1个 

 

工程施工、验
收通水 

工程部门 
营销部门 

客户缴费后，工程部门完成
工程施工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
后营销部门当场挂表通水，并与
客户签订《供用水合同》。 

1-6个 

 

客户回访 客户发展部 
挂表通水 3个工作日内专

员对客户进行回访。  

备注：单表接水业务全流程不包括客户合同审核、备款、道路挖掘（占用）行政

审批、施工现场不具备施工、验收条件等企业不可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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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三零”项目单表接水业务流程图 
 

主要流程 责任部门 主要职责 
时限 

（工作日） 
 

项目审核报
批 

 

 客户发展部 

客户发展部对符合
“三零”优惠政策的项
目进行审核，报集团公

司审批。 

 

 

受理并确定用
水方案  

客户发展部 
设计院 

管网部门 
工程部门 

客户发展部与客
户预约时间，组织到现
场确定用水方案，指导
客户填写《用水申请
表》。 

0.5-1个 

 

设计出图 

 

设计院 
客户发展部 

总工办 

出具设计图纸，完
成图纸审定、出具预算。 

总工办根据项目信
息、接水需求、预算费

用进行立项。 

1-2个 

 

工程施工、 

验收通水  
工程部门 
营销部门 

具备施工条件后，
工程部门完成工程施工
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
后营销部门当场挂表通
水，并与客户签订《供
用水合同》。 

1-6个 

 

客户回访  客户发展部 

挂表通水 3个工作
日内专员对客户进行回
访。 

 

备注：“三零”项目单表接水业务全流程不包括道路挖掘（占用）行政审批、施

工现场不具备施工、验收条件等企业不可控时间。 

 

 

 

 

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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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建居民住宅小区接水业务流程图 

主要流程 责任部门 主要职责 
时限 

（工作日） 

 

信息传递 
客户发展部 

接到建设项目设计方案意
见征询信息，即时通知总工办，
并传递设计院、工程管理部门、
管网管理部门、营销部门等。 

当日 

 

受理并确定用
水方案 

客户发展部
设计院 

管网部门 
工程部门 

客户发展部与客户预约时

间，组织到现场确定用水方案，
现场指导客户填写《用水申请
表》。 

1-2个 

 

设计出图 设计院 
出具设计图纸，完成图纸审

定并上传报装系统。 18个 

 

出具概算 客户发展部 按时限出具施工概算。 1-6个 

 

签定协议、缴纳
费用 

客户发展部
财务部 

客户认可概算，现场具备条
件后，客户发展部与客户签定协
议并通知客户备款。协议传递工
程管理部门。 

1个 

 

工程施工（户表

安装、工程验收） 
工程部门 
营销部门 

工程部门完成工程施工并
组织验收。楼内立管建设完成，
通知营销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
即时安装远传户表。 

30个内 

 

挂表通水 
营销部门 

验收合格后营销部门当场
挂表通水，并与客户签订《供用
水合同》。 

1-3个 

 

客户回访 客户发展部 
挂表通水 3个工作日内专

员对客户进行回访。  

备注：新建居民住宅小区接水业务全流程不包括客户合同审核、备款、道路挖掘

（占用）行政审批、施工现场不具备施工、验收条件等企业不可控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