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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新城“服务矩阵”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张晋

2018 年，受空港新城以“店小二”
精神开展亲商助企活动的影响，以及营
商环境持续改进、投资消息不断利好的
吸引，以绿地会展中心、西藏航空、鹏元
资 信 等 项 目 为 代 表 的 17 个 总 投 资
388.55 亿元的临空产业项目签约入区。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
事关乎招商引资”
“ 要 牢 固 树 立‘ 人 人 都 是 营 商 环
境、事事关乎招商引资’的意识，看长
远、算大账，大胆试、大胆闯，主动优流
程、提效率、降成本，最大程度方便企
业、方便群众，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赢得
企业和群众的好口碑。”空港新城党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贺键针对优化营商
环境如是说。
说到做到，空港新城领导干部定
期深入企业走访，把亲商助企落实到
行动中。贺键除带头走访西安东航食
品有限公司、衡源家居有限公司等区
内企业宣讲营商环境政策外，还主动
上门走访中国南方航空西安分公司、
深圳航空西安分公司等签约项目企
业，了解企业用工、用电及项目入区、
土地出让、开工准备等情况，为企业争
取更多发展支持。
针对企业反映的用工、融资等问
题，空港新城通过结合产业脱贫、银企
洽谈、市场秩序治理与品牌宣传等多种
途径，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渡过难关。

通关便利、高效，让大西
安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倡议造就陕西发展的
历史机遇，
“三个经济”成为陕西对外开
放新动能，空港新城发展临空经济决胜
蓝天，
优势得天独厚。
每天，包括机械、电子、农产品、生
鲜水产、包裹快件等数以万计的货物，
从这里进出国门，跨境集散。机场海关
推行无纸化报关，实现进出口业务 7×

推进“3450”改革，让企
业轻松落户
“3450”即 3 个工作日办结营业执
照、4 个工作日办结经营性许可证、50
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空
港新城今年继续精简环节，优化流程，
减少建审申报材料 33 余项。
工商空港新城分局积极推进“全程
电子化”改革、
“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
革，构建商事登记许可和经营一体审批
模式，率先实现“一张执照管登记”，让
营业执照成为企业商事活动唯一“身份
证”，真正实现了减环节、优流程、压时
限、提效率。
今年 4 月 24 日，工商局空港新城分

局获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授予的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权，外资企业来
空港投资也能享有更多便利，实现有效
降低市场准入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包片联系制度，为“平安
空港”
保驾护航
平安，是最基础的营商环境指标。
公安局空港新城分局全面推进“平安空
港”建设，加快建设新城公安分局、派出
所、社区“三位一体”立体化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全面落实“重点项目警官联系
制”，推广“社区民警进企业”，实现警员
全覆盖。
消防是所有项目的安全建设、运营
必不可少的保障。消防空港新城支队
结合“放管服”改革制度，积极缩短办理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备案、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消防备案、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
及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主要申报材料
的时限，对自贸区范围的重点项目做到
“零审批”。
与此同时，空港新城开通 24 小时
投诉热线电话、微信、网络投诉平台，调
动社会力量，切实增强监督，确保营商
环境优化提升取得实效。空港新城、职
能机构、企业三方之间灵活的合作，形
成了空港新城营商环境的“服务矩阵”，
让企业和群众真正享受便利。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中兴通讯终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印钞有限公司
康师傅（西安）饮品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西安汉斯集团有限公司
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
特变电工西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业，并被陕西省确定为“循环经济重点
示范企业”，是全国焦化行业的领军企
业之一，在国家环保政策约束越来越趋
紧的大背景下，焦化企业如何破解“成
长中的烦恼”，打造行业“升级版”？今
年，在中国炼焦行业协会指导下，黑猫
焦化公司未雨绸缪，超前决策，开始全
方位引进全流程系统优化理念，即按照
清洁生产和系统最优理念，定性、定量
对焦化行业所有工段进行评估，依据评
估结论制定企业最适合优化方案，通过
组织实施全流程系统优化方案，确保焦
化企业生产的安全、环保、稳定、顺行，
以达到优化工艺参数和管理制度，降低
企业运行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效
果，实现其在未来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
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秘书长石岩峰
介绍说，焦化企业全流程优化的范围从

陕西鸣达鑫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老城根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新航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陕西智巢产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经发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西部资信股份有限公司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文化旅游集团西安演艺有限公司
陕西巾帼依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莲影网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三、建筑业企业 5 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建筑工程总公司
中天西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四、旅游酒店类企业 5 户
西安香格里拉大酒店
西安赛瑞喜来登酒店
西安富力希尔顿酒店
西安索菲特酒店
西安建国饭店
五、金融类企业 5 户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批发零售类企业 5 户
西安华讯得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迈科金属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物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泰格瑞贸易有限公司

十佳金纽带商会

黑猫焦化启动全流程系统优化工程
8 月 20 日，中国炼焦行业协会会长
崔丕江带领全国焦化专家团队一行 28
人，深入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班组一线，对各系统运行情况全面体
检“把脉问诊”，为焦化企业转型升级
“开处方”，这标志着这家知名上市公司
的全流程系统优化工程已经正式启动。
黑 猫 焦 化 公 司 创 建 于 2003 年 11
月，是一家集冶金、化工、电力、建材为
一体的煤炭清洁加工利用企业，目前已
形成 520 万吨焦炭、31 万吨甲醇、37 万
吨液氨、48 万吨尿素、25 万吨 LNG（液
化天然气）、2×12MW 煤泥发电、8000
万块蒸压粉煤灰砖和煤化副产品焦油、
硫铵、粗苯、硫磺等八大产品的生产能
力，2014 年 11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成为渭南市第一家上市企

一、工业企业 20 户

二、服务业企业 10 户

24 小时预约通关，推出汇总征税、上门
查验、分期纳税等措施，让通关高效化、
便利化，
为企业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
为了服务三星、美光等企业，空港
新城开通西安至首尔、广州全货运航
线，机场海关则实行加班常态化，为企
业提供定制服务。
面对国际快件业务的井喷式增长，
空港新城与机场海关、广东世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联手打造陕西空港国
际快件监管中心，10 分钟内即可完成
货物通关。目前，该中心每天完成通关
货量 2 万件。

全国炼焦行业专家会聚韩城“把脉问诊”

本报记者 张晋

大企业服务直通车（第一批）
50 户企业名单

精煤进厂到净煤气出厂，具体排查诊断
及优化环节包括配煤、炼焦、鼓冷、脱
硫、粗苯、硫铵、生化、循环水、公辅（电
力、蒸汽）、自动化、仪表、相关化验分析
等方面，经过系统梳理和详细调研，形
成排查诊断报告，提出最适合企业的全
流程优化方案，结合企业生产情况有计
划地分步实施，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实时
跟踪，进而建立焦化行业生产系统评价
体系，
在全行业推广。
黑猫焦化公司董事长李保平认为，
在焦化行业产能过剩、环境压力日趋加
大的严峻挑战面前，焦化企业要想求得
生存与发展，必须全力推进转型升级，
优化管理体系与工艺，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实现生产经营全过程安全稳定、低
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运行。全流程系
统优化提升工程就是黑猫焦化公司最
现实的必然选择。

西安市侨商会
西安市厦门商会
西安温州商会
西安市莆田商会
西安市绍兴商会
西安市泰州商会
西安市台州商会
西安市商洛商会
西安市三门峡商会
西安市扶风商会

十佳光彩事业商会
西安市工商联（E）MBA 助企商会
西安市福建福清商会
西安市磐安商会
西安市服装服饰商会
西安市瑞安商会
西安市福建安溪商会
西安市浙江诸暨商会
西安市定边商会
西安市乐清商会
西安市黄冈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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