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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管发〔2018〕31 号 

 

关于北京市进一步优化电、水、气、热 

接入营商环境的意见（试行） 

 

各有关单位: 

为优化我市营商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市电、水、气、热用户

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本、优化公共服务，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 京 市 水 务 局 
北 京 市 园 林 绿 化 局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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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对标世行关于“改善营商环境”的工作要求和国际

标准，结合我市功能定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现状改革为重

点、以提升服务质量为抓手，以提高办事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为

目标，落实各方责任，转变服务观念，积极推进审批体制改革创

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机制、完善制度、强化协调，压缩

办理时限、优化工作流程，切实提高电、水、气、热接入效率和

服务水平，为本市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提供有力支撑。 

二、适用对象 

（一）电力：适用于全市申请电力新装、增容等业扩服务的

低压用户电力接入工程。10 千伏用户业扩工程工作流程、行政

审批时限参照本意见执行。 

（二）自来水：全市申请新建、扩建等服务的用户用水接入

工程。 

（三）排水：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

石景山区域内需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雨、污水的各类工程。 

（四）燃气：市燃气集团服务范围内天然气新发展用户工程。 

（五）热力：市热力集团区域热源新用户发展工程。 

三、主要任务 

（一）优化流程，进一步提高办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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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国土、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路政、公安交管、园林绿化

等部门优化审批事项工作流程，缩短审批事项工作时间。相关企

业精简用户申请材料，对企业内部工作流程进行优化、缩短办理

时间，将办理时限、标准、流程等向社会公开。 

（二）完善机制，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本行业相关接入事项的指导、协调和监

督检查。相关企业作为用户接入工程的实施主体，为用户提供一

站式服务。 

（三）改革创新，进一步提高用户满意度。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费用标准，探索实施优惠政策。采取多种

措施，切实降低用户接入工程费用，减轻用户负担。 

四、办理流程 

相关责任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管理，加强业务指导，完善

沟通机制，注重工作配合，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缩短审批时

间，提高工作效率。 

（一）行政审批环节 

1.办理规划许可。根据市规划国土委《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深化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流程改革的意见》（市规划国土发

[2018]69号），市规划国土委在受理申报材料 7个工作日内,出

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长度小于 100 米的管线工程，可直接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责任单位：市规划国土委 

办理时限：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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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理施工许可。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进一步明确

施工许可审批分工的通知》（京建发„2017‟548号）和《关于

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电子证照的通知》（京建发„2018‟95

号）要求，自 2018 年 3 月 1日起，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电子

证照，与纸质施工许可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受理材料符合条件后，6个工作日内批准施工许可。 

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3.办理绿地树木审批。市园林绿化局在受理申报材料后 6个

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与施工许可并行办理。 

责任单位：市园林绿化局 

办理时限：6个工作日 

4.办理市管城市道路占掘路许可。市交通委路政局在受理申

请材料后，于 12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现场勘验、复审、审定

等工作，并出具市管城市道路占掘路许可。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路政局 

办理时限：12 个工作日 

5.办理影响交通安全的占道施工许可。市公安交管局与市交

通委路政局并行受理，在受理申请材料后，于 12个工作日内完

成初审、现场踏勘和交通组织方案确认工作，并出具影响交通安

全的占道施工许可。 

责任单位：市公安交管局 

办理时限：12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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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办理环节 

根据我市电、水、气、热接入工程实际情况，各企业办理环

节主要涉及用户受理、方案设计和施工等。具体办理流程和时限

详见附件。 

  

附件：1.电水气热接入办理流程图 

      2.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3.市自来水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4.市排水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5.市燃气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6.市热力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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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电水气热接入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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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优化用户接入 

营商环境承诺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电力用户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本、

提升服务质量，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对于本市申请新装、增容等业扩服务的低压用户电力接

入工程及 10 千伏用户业扩工程，由电网企业一口受理，降

低用户电力接入成本，提高用电可靠性，提升供电服务水平。

办理手续从 6项缩减为申请受理、外部工程施工、装表接电

3 项；压缩电力接入办理时间，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 30个

工作日。其中，无外线工程的用户接入，原则上不超过 3 个

工作日；有外线工程但无需道路开挖的用户接入，原则上不

超过 1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且需要办理掘路手续的用户

接入，电网企业办理手续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包括办理掘路手续总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40个工作日。 

    用户向电网企业提交申请后，电网企业在 1个工作日内

完成申请受理。 

    一是用户可通过电话、网站、移动终端、营业厅等多渠

道提出用电需求，电网企业委派专人负责现场勘查及工程实

施，在现场勘查时一次性收取报装资料，无需客户往返营业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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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精简用户申请资料。 

    （一）低压居民用户提供申请材料缩减至 3项 

     1.用电申请书。 

     2.用电人有效身份证明。 

     3.用电地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二）低压非居民用户提供申请材料缩减至 3 项 

    1.用电申请书。 

    2.主体证明（企业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有效企业营业执

照证明）。 

    3.用电地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三）高压用户提供申请材料缩减至 4项 

    1.用电申请书。 

    2.主体证明（企业法人有效身份证明、有效企业营业执

照证明）。 

    3.用电地址的物业权属证明。 

    4.项目立项及批复证明（用电工程项目批文及规划许

可）。 

电网企业在受理申请 1个工作日内预约进行现场勘查。

一是现场收取资料、核查报装申请及资料、了解需求，编制

现场勘查单。二是推行内部联合勘查，实现电网企业内部管

理并行推进。三是尽可能优化电源路径，实现时间、成本双

节约。 

    电网企业在取得占、掘路许可后 12个工作日内完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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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外线工程建设及装表发电。一是倒排工期计划，明确时间

节点和责任人。二是压缩工程物资及服务采购时限，提升物

料标准化和典型设计标准化水平，统一技术标准和设计标

准，做到通用互换。三是推广不停电作业等新技术，提高送

电计划灵活性，优先保证用户无障碍按时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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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自来水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自来水用户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

本、提升服务质量，市自来水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市自来水集团对服务范围内申请新建、扩建等服务的用

户用水接入工程，简化用户办理程序。用户申请用水接入，

由供水企业统一窗口受理，降低用户用水接入成本，提高用

水可靠性、提升供水服务水平，压缩办理时间，用户在供水

企业办理手续平均用时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一、小专管工程（用水口径小于等于 DN25管线工程）。

小专管工程用户提供申请材料由 3 项缩减至 2项：1.用水申

请书；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含附件及附图)或房产证明

（含附图）原件及复印件。原则上不超过 5个工作日。 

二、一般工程（用水口径大于 DN25 管线工程，外线工

程量小于 30 米）。一般工程用户提供申请材料由 6 项缩减至

3 项：1.用水申请书（含用水量设计说明）；2.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含附件及附图)或房产证明（含附图）原件及复印件；

3.1/2000地形图（新建住宅项目提供项目各楼层给排水平面

图及管井详图等小区设计图纸）。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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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排水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排水用户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本、

提升服务质量，市排水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对于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

山区区域内需向公共排水设施排放雨、污水的接入工程，我

集团进一步优化排水接入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限、提高服

务水平。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水接入口接入工程的

办理时限从 28个工作日缩减至 15个工作日，改建、扩建项

目不新增排水接入口但涉及排水水质、水量变化接入工程的

办理时限缩减至 12 个工作日。 

一、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新增排水接入口的，1 个工

作日内受理，3个工作日内对排水报装项目进行现场勘查。

排水户提交具有咨询资质单位编制的排水方案，3 个工作日

内完成方案审核，出具排水意见。排水户提交具有设计资质

单位编制的施工图设计，3 个工作日内完成设计审核，出具

接入意见。排水工程完工，排水户提交接入验收申请，5个

工作日内完成排水接入验收，办理通水手续。 

二、改建、扩建项目不新增排水接入口但涉及排水水质、

水量变化的，1个工作日内受理，3 个工作日内对排水报装

项目进行现场勘查。排水户提交具有设计资质单位编制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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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图设计，3个工作日内完成设计审核。排水工程完工，排

水户提交接入验收申请，5 个工作日内完成排水接入验收，

办理通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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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市燃气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燃气用户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本、

提升服务质量，市燃气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市燃气集团对服务范围内天然气新发展用户工程简化

工作流程、压缩工作时限、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水平，

积极从管理用户向服务用户转变。为更好地提供优质服务，

缩短天然气接入办理时间，用户在供气企业办理手续时长：

不涉及外线的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7 个工作日；接入低压管

网的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9个工作日；接入中压及以上管网

的项目，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用户可通过市燃气集团对外服务窗口或网站提出用气

申请，市燃气集团在 1个工作日内受理。 

用户提交的申请资料包括：1.加盖建设单位公章的报装

申请；2.建设单位授权委托经办人的证明资料；3.1:2000 地

形图（电子版）；4.产权证明或同等证明文件（如规划意见

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非产权单位报装，还需提供

双方租赁关系证明文件及产权单位出具的办理天然气安装

事宜委托文件。 

市燃气集团在受理申请 1个工作日内与用户预约现场勘

查时间，并按照约定时间在 1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勘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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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场收取资料、核查报装申请及资料、了解需求，填写现

场勘查确认表。二是判断接入条件（无外线、低压或中压以

上），优化气源路径，为用户节省施工时间及投资成本。需

接入中压及以上管网的项目，在具备编制条件的前提下 6 个

工作日内确定规划方案；不涉及外线或接入低压管网的项目

无需编制规划方案。 

市燃气集团在 1个工作日内与用户预约交底时间，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交底。交底包含两项工作：一是审核交

底手续资料；二是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进行现场交底工作。 

市燃气集团在 1个工作日内与用户预约验收时间，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验收。验收包含两项工作：一是审核验

收手续资料；二是组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

工单位进行现场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与用户预约通气时

间。 

市燃气集团在验收合格后，不涉及外线的项目在 1 个工

作日内与用户预约通气时间，并按照约定时间在 1 个工作日

内完成现场通气；需要接入外线的项目在 1个工作日内与用

户预约现场踏勘及接线作业时间，并按照约定时间在 1个工

作日内完成现场踏勘、1 个工作日内完成作业、1 个工作日

内与用户预约通气时间，并按照约定时间在 1个工作日内完

成现场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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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市热力集团优化用户接入营商环境承诺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热力用户接入效率、降低接入成本、

提升服务质量，市热力集团做出如下承诺： 

    对于市热力集团区域热源新用户发展工程，简化用户办

理程序，提供一站式服务。用户从报装到开通用热由一个部

门负责总牵头，协调内部沟通事项。缩短申请受理时间，由

原 7 个工作日缩短为 1个工作日；受理报装后原则上 3个工

作日内联系现场踏勘，编制规划方案时间由原 15个工作日

缩短为 10个工作日。 

    用户向市热力集团提交报装申请后，市热力集团在 1 个

工作日内完成申请受理。一是用户可通过电话、网站、移动

终端等多渠道提出用热咨询。用户在营业厅提出报装需求，

现场发放用热报装卡，现场踏勘时收回报装卡，无需客户往

返营业厅。二是精简用户报装资料：提供用户法人资质证明、

用热建筑的权属证明。  

    现场勘查。市热力集团在受理申请 3 个工作日内预约现

场勘查。一是现场回收用热报装卡、补齐相关图纸资料、了

解需求；二是推行内部联合勘查，实现市热力集团内部管理

并行推进。 

编制规划方案。现场踏勘之后，用户相关资料齐全，市

热力集团在 10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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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集团在用户用热工程施工结束并提交相关资料后

尽快组织供热验收。供热验收合格、用户办理完供热手续后

组织试运行，试运行时间为连续 72 小时，试运行正常后转

入正式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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