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吉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发布疫情防控期间

吉安市投资项目办理指南的公告

为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及时

做好投资项目审批服务工作，现将疫情防控期间我市投资项

目办理指南发布如下：

1.请项目单位通过江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http://tzxm.jxzwfww.gov.cn）开展投资项目网上办理、

网上查询。企业可以通过用户中心在线查询赋码结果、打印

赋码通知单、事项办理进度。

2.投资项目审批统一实行网上办理。市县两级发改部门

应及时审核企业赋码申请。各审批人员应当通过投资项目在

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网上收件、网上审批和网上出件，不得

要求企业到行政服务中心提交材料或办理投资项目相关事

项。非特殊情况，企业应尽量避免到实体窗口办理、咨询投

资项目相关事宜，对少数确需现场办理的应急或特殊事项，

应事先电话预约各地行政服务中心。

3.原按规定确需提交纸质材料原件的，除特殊情况外，

由项目单位通过在线平台或电子邮件提供电子材料后即可



办理。项目单位应对提供的电子材料真实性负责，并待疫情

结束后补交纸质材料原件。

4.倡导投资项目在线咨询和线上互动。各项目单位可通

过电话、微信、QQ等方式与项目属地办事窗口人员进行互动，

减少实体大厅办理业务。市县两级投资主管部门应公开投资

项目窗口咨询电话，及时响应企业、项目单位，做好答疑工

作。

5.投资项目审批部门应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的值班值守，

严禁咨询电话无人接听、严禁咨询人员对咨询事项推诿，切

实为项目单位办理投资项目提供快捷优质服务。

6.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和政府审批部门要结合实际做好

投资项目审批工作，对于需要评估评审或部门会商的投资项

目，应尽量通过函评、视频会议等方式进行，做好沟通协调。

确需实地踏勘的项目，在疫情结束后进行。

7.对于地方反映的投资平台使用问题，市发改委将会在

第一时间与省信息中心和浪潮公司技术人员进行联系，做到

及时响应、及时解答。

请各县（市、区）发改部门务必抓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各

项工作落实，省发展改革委将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各地开展摸

排暗访工作，对落实不力的要通报批评和问责。市发改委将

通过电话回访项目单位等方式对各地疫情防控期间项目审

批办理情况进行督查。

附件 1.市本级投资项目审批咨询电话



2.市县两级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批咨询电话

3.投资在线平台操作指南

吉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5 日



附件 1：

市本级投资项目审批咨询电话

部门 受理咨询电话

市行政服务中心 李兴，0796-8223868,13970460629

市住建局 黄小兵，0796-8221905，18679662816

市自然资源局 李明华，0796-8221839,13033298355

市生态环境局 杨朝晖，0796-8231657，18179616936

市交通运输局 周波，0796-8221908，13607968320

市水利局 熊小玉，0796-8227895，13979686430

市应急管理局 李海燕，0796-8216703，13970679756

市人防办 康红山，0796-8221936,13097067370



附件 2：

市县两级发展改革部门项目审批咨询电话

发改部门 区域 受理咨询电话

吉安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行政服务科(吉安市

行政服务中心)

邹美玉，0796-8221806，

13979682199；

陈子璐，18370636891；

王洁，15279671805。

井冈山井开区行政

审批局
井冈山井开区行政审批局

刘玲荣，0796-8404633，

13766258982。

庐陵新区社会事业

局
庐陵新区社会事业局

刘玲，0796-8938029，

13479634166。

吉州区行政审批局吉州区行政审批局
谌骏，0796-7057985，

15270499267。

青原区发改委
青原区发改委窗口(青原区行

政服务中心)

贺艳国,0796- 8203352，

13576898205。

吉水县发改委
吉水县发改委行政服务股(吉

水县行政服务中心)

曾秋风，0796-3537561，

13576268514；

罗会青，15979679995。

井冈山市发改委
井冈山市发改委公交财外股

(井冈山市行政服务中心)
魏韶华，13879638931。

吉安县发改委
吉安县发改委行政服务股(吉

安县行政服务中心)

曾楚，0796-8431526，

13766212207；

周文宇，18779648337。

新干县发改委
新干县发改委窗口(新干县行

政服务中心)

邹干生，0796-2161993，

13879652849。

永新县发改委
永新县发改委行政服务股(永

新县行政服务中心)
谭茂兴，13807964608。

永丰县发改委
永丰县发改委行政服务股(永

丰县行政服务中心)

邵彬烨，0796-2511009，

18607961229；

袁铭泽 15770655667。

峡江县发改委
峡江县发改委窗口(峡江县行

政服务中心)
郭晖，13979601963。



泰和县发改委
泰和县发改委窗口（泰和县行

政服务中心）

张作颂，0796-8638612，

13979647277；

周龙翔，13217967642。

万安县发改委
万安县发改委窗口(万安县行

政服务中心)
肖金莲，13979609331。

遂川县发改委
遂川县发改委窗口(遂川县行

政服务中心)

刘冬莲，0796-6318556，

18970616015。

安福县发改委
安福县发改委行政服务股(安

福县行政服务中心)

刘智军 15979659108；

李小雄 13879640911。



附件 3：

投资在线平台操作指南

平台入口

1、浏览器直接输入 http://tzxm.jxzwfww.gov.cn访问。

图 1-1

2、通过江西政务服务网首页底部-点击【江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图 1-2

http://tzxm.jxzwfww.gov.cn


支持的浏览器：

IE 及 360 安全浏览器等主流浏览器。

网络环境要求：

电脑已经连接上互联网。

注册账号（账号与江西政务服务网账号通用，如单位已有账号，跳过这一步）

第一步：点击首页的【注册】链接。注意：如果江西政务服务网已经注册过

用户，这里可以直接登录。（如：图 2-1）

图 2-1

第二步：输入注册信息，请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

钮完成用户的注册。注意：非企业单位在“企业工商注册号”填写机构代码。（如：

图 2-2）



图 2-2

登录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等，点击【登录】按钮（如：图 2-3、图 2-4）

图 2-3

图 2-4

申请赋码

第一步：点击投资项目主页的项目登记选项卡，展开项目登记操作链接（如：



图 2-5）

图 2-5

第二步：选择申报项目类别（政府投资项目请选择审批类登记；企业投资项

目在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布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本）内请选择核准类

登记；其他项目请选择备案类登记）。如选择核“核准类申报”（如：图 2-6）

图 2-6

第三步：选择项目所属区划。（如：图 2-7）



图 2-7

第四步：找到投资项目对应的行业目录，点击右侧按钮【在线办理】。如“跨

设区市河流上的水库项目”（如：图 2-8）

图 2-8

第五步：按要求填写完整项目信息表，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赋码



申请操作完成（如：图 2-9）

图 2-9

赋码结果查询

第一步：点击进入用户中心。（如：图 2-10）



图 2-10

第二步：点击左侧我的项目，可对项目进行查看/变更/作废、打印通知单及

评价。（如：图 2-11）

图 2-11

项目信息变更申请（如涉及到项目信息变更调整则进行功能操

作）

第一步：点击左侧”我的项目”，在需要变更的项目的操作区域点击【变更】

按钮，填写变更原因，进入项目变更页面。（如：图 2-12）

图 2-12



第二步：在项目信息变更页面，修改需要变更的项目信息，点击【提交】按

钮提交项目信息变更申请。（如：图 2-13）

图 2-13

第三步：点击左侧我的项目，在需要变更的项目的操作区域点击【查询明细】

按钮，可以查询项目的变更记录。（如：图 2-14）



图 2-14

项目作废申请（如涉及到项目废止则进行功能操作，项目废止后

无法恢复）

第一步：点击左侧我的项目，在需要作废的项目的操作区域点击【作废】按

钮，填写作废原因（如：图 2-15）

图 2-15

第二步：点击左侧我的项目，项目状态一列可以看到“申请作废”则为项目

作废申请审核中（如：图 2-16）

图 2-16



项目备案申请

第一步：选择项目报批下的备案类申报（如：图 2-17）

图 2-17

第二步：选择业务申报所属区划（如：图 2-18）

图 2-18

第三步：选择当前用户已赋码项目或者通过投资项目代码验证查询，项目类

型按是否技改跳转不同备案登记页面（如：图 2-19）

图 2-19

第四步：将项目信息填入备案登记表(分技改/非技改)，并点击【提交】按



钮，提交项目备案申请，如：图 2-20）

图 2-20（非技改项目备案）

图 2-20（技改项目备案）



第五步：待审批通过后，可以在我的项目页面，进入项目明细页面下载备案

通知书（如：图 2-21）

图 2-22

项目核准申请

第一步：选择项目报批下的核准类申报（如：图 2-23）

图 2-23

第二步：选择业务申报所属区划（如：图 2-24）



图 2-24

第三步：选择核准目录，点击【在线办理】（如：图 2-25）

图 2-25

第四步：选择办理事项，点击【在线办理】按钮（如：图 2-26）



图 2-26

第五步：选择对应项目双击（如：图 2-27）

图 2-27

第六步：填写相关的电子申请表，点击【下一步】（如：图 2-28）



图 2-28

第七步：按要求上传电子材料，点击【提交】按钮（如：图 2-29）

图 2-29



图 2-29

图 2-30

第八步：点击【用户中心】-【串联审批】菜单可以查询业务办理进度（如：

图 2-31）

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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