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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零”承诺，练就唐山“四最”营商环境

▲把象征权力的公章关进象征制度的“笼子”
▲

唐山践行高效审批文明政务

（上接第一版）

审批事项之少破纪录

优化营商环境，
“ 放管服”改革是核
心要义。
“总体上看，
唐山市的营商环境好于
本省其他地市，
强于东北三省，
弱于长三
角和珠三角。”在唐山经营 25 年，业务遍
及北京、上海、深圳、长白山等多个地方
的宝升昌集团董事长户健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现在的唐山正值转型升
级，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不断倒逼着当地
官员做足、做好、做实“放管服”改革文
章，比如市委书记到任时，召集 100 多名
企业家问计把脉，并当场公布自己的手
机号，
邀请企业家随时
“有事说事”
。
企业有哪些事需要说？2018 年年
初，唐山市优化营商办、市编办组织各

产业园区乘势提质增效

级各部门开展论证、梳理，最后决定自
行取消调整下放第一批 53 项市级行政
许可事项，向县(市)区下放 29 项。截至
4 月份，市级行政许可事项精简至 176
项，实现了京津冀地区设区市一级审批
事项最少。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一纪录又
被刷新。”王瑞宏介绍，为激发经济活
力，唐山市持续加大市级审批事项精简
力度，本着“市级减权增效能、县域扩权
强动能”原则，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由 229
项精简至 92 项，另有 29 项权力下放，涉
及城市环卫、运输行业、公路建设、危化
品经营、乡村建设规划、建设工程规划、
商品房预售、河道采砂等多个行业，为

创新创业降低门槛。这在全国设区市，
创下了“审批事项最少”
的纪录。
权 力 下 放 了 ，能 否 管 得 住 、用 得
好？为此，唐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按照“编随事走”的原则，实现权限、
人员、事项、责任相衔接、相统一。
针对事、权、人所做的“放管服”改
革，让参加《中国企业报》调研座谈的市
发改委、市规划局、市商务局、市行政审
批局、市住建局、路南区、市高新区、中
海东方建工集团以及宝升昌控股公司
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感觉到，
“ 唐山
市自上而下开启的放权行动，犹如一场
透雨，时机很及时，事项很解渴，措施很
管用”。

介超市”共办理各类中介服务事项 160
余项。
“服务走网路，我们少跑腿。”一位
客商高兴地说。
关于行政审批，在唐山市，就针对
现存的 169 项审批事项实施流程再造，
他 们 大 力 推 行“135”办 结 制 。 所 谓
“135”制，就是“简单事项 1 日办、一般事
项 3 日办、复杂事项 5 日办”，这样下来，
审批环节比原部门压缩 14.58%，平均每
个事项的办理时限为 3.2 个工作日，比
法定时限压缩了近 9 成。
“政务服务办事效率快，项目落地
才能快，群众心情才能畅快。”唐山市
委、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龙立华介绍，
唐山市坚持服务流程优化重组与信息
化建设相互结合，坚持在推动审批服务
集约化中提质增效。
据介绍，为促进实体经济进入市
场，该市工商部门推出“不见面审批”新
机制，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
通过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核准，

“不见面”就可完成企业的工商执照审
批；为大力支持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以及新型产业 ，该市放宽登记限
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兴行业，
可快速核定经营范围；为支持重点项目
建设，唐山市开通“绿色通道”，对公共
事业项目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实施联
合审批、特事特办、容缺受理机制，提升
项目建设进度 ；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助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唐山首
创了京津冀企业“落地签”政策，以此优
化营商环境。此项办法，现已扩至其他
各地的企业。
“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运行模
式，让居民和企业“推开一扇门，办成百
家事”，有效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
的投资创业热情，推动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
供给。截至 6 月底，全市新登记的市场
主体 46214 户，总数突破 50 万户，同比
增长 11.74%。

创新创业俘获发展势能

企业办事“最多跑一次”，成了当地
政府的理念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唐山市优化营商办、市编办又组织
市县两级机构，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
目录清单，其中市级第一批公布 582 项，
占全市总量的 80.3%，
县级也快步跟进。
在 迁 安 市（原 为 唐 山 市 下 辖 县 级
市），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一家备受
客商称赞的“特殊超市”，这便是行政审
批“中介超市”，它的主办者就是迁安市
行政审批局。
“这个‘超市’由‘实体超市’和‘网
上超市’组成。”迁安市行政审批局局长
高建军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
“实
体超市”已择优进驻中介机构 4 大类、共
29 家，涵盖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 200
余项中介服务事项。此外，利用市政府
门户网站，他们还建起中介服务“网上
超市”，中介机构以登记备案方式入驻，
全面公开机构执业信息，目前已入驻 95
家。自 4 月份试运行以来，行政审批“中

位于唐山市丰润经济开发区内的实丰绿建科
技公司，在园区支持下，从德国、日本等地引进同
行高精尖技术、设备和设施。7 月 5 日，
《中国企业
报》记者调研时看到，
该公司正在全力打造国内一
流的高端智能房屋研发制造中心。
“得益于园区高效、公平、有序的创业环境，
让
我们用最短的时间，
完成了从项目规划到项目落地
的所有工作。
”实丰绿建公司董事长王术永告诉记
者，
在这里，
他们利用园区上下游的配套，
与国内知
名科研院校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与中建二局等知名
企业建立市场合作关系，
以此为基础，
放开手脚搞
创新，
现已形成了完善的房屋产品配套体系。
其实，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来此调研之前，
唐
山市已经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全市营商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一年来，
唐山对全市市场主体，
在项目落
地、企业运营全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
整治，全面优化各类要素的保障条件。这一轮的
集中整治，
各开发区也同步开展。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
最优营商环境才能赢得最大发展生机。
”唐山市高
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全成说，园区建立健全项目
落地、建设、投产全覆盖、零距离服务机制，
坚持提
前介入、上门办公，
开辟绿色通道，
为项目落地、企
业入驻提供一站式、保姆式、贴身式服务，使项目
招得来、留得住。
以融入“一港双城”为总体布局的唐山城南经
济开发区，
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和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
提供“苗圃式”
、
“管家式”服务，
他们以“产业
虚拟园区”建设为重点，培育龙头企业、搭建服务
平台，在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为前来
投资的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优良的环境、优质的
服务。目前，有中海油集团、中国人寿财险、沧州
银行、中财期货、阿里巴巴商通、荣盛集团、惠买集
团等 790 家知名企业入驻。
“由于政府从政策、资金、场地上的大力支持，
类似实丰绿建、唐山百川的许多新创企业，
能用最
短的时间，实现从零起步，快速投产。”龙立华表
示，下一步，按照“全市一盘棋、各园有特色”的要
求，提升园区建设水平，推进产业布局园区化、园
区产业化、产业项目高端化、园区体制机制科学
化，推动园区成为聚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平台和
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