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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 17

案例教学

厚植企业发展沃土 各地优化营商环境正其时
——国务院办公厅通报首批营商环境推广经验（五）
北京：以数据平台驱动监管提效

王利博制图
郝兆临

好的营商环境有多重要？一座城市的活力大小、企业发展动能是否强劲，
很大程度都取决于当地的营商环境。日
前，
在国务院办公厅通报的 28 项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做法中，
福建的信用风险分类监管、
上海的制定新兴行业分类指导
目录、
北京的以数据平台驱动监管提效、
上海和杭州的跨区域网络市场协同监管等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
得到了推广。

福建：信用风险分类监管
“以前各个部门检查一拨接着
一拨，随便接待一下一上午的时间
就没了。”福建华禧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办公室负责人郭劲东说，跨部
门抽查之后，把以前多次的检查合
并在一起，检查次数少了，企业负担
减轻了。
迷你星公司董事长邱雄表示：
“以信用分级为基础进行监管，倒逼
企业守法守信经营；从另一方面讲，
企业把该做的做到位了，
检查反而少
了，
更不用担心外部干扰影响正常经
营。
”
日前，
福建省工商局探索依信用
风险分类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改革，
得到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福建的做法是把随机
抽查结果信息作为企业信用风险
分类的重要考量因素，并根据企业
风险信用状况确定抽查比例和频
次。

“根据企业一段时间内的检查结
果，
如在各类监管中是否存在失信行
为、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等，将企
业信用类型划分为信用良好、守信、
信用一般、失信、严重失信五种。”福
建省工商局企业监督管理处负责人
黄惠火福说。
一家企业被划入哪一种信用类
型，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被抽中检查
的概率。以 2018 年下半年进行的跨
部门
“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为例，
五类
企业抽查比例分别为 0％、
5％、
15％、
20％、
30％。
事实上，
当前企业在五种类型的
分布呈
“橄榄型”
，
信用一般企业占企
业总数约 50％，
而严重失信企业占比
仅为 0.3％。这意味着，失信的企业
被抽中的可能性远高于守信企业。
“以信用分类为基础施行差异化
监管，对信用良好企业探索试行‘不
举不查’
，
在一定时期内不列入
‘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范围。”黄惠火福表
示，
“但这并不是一块
‘免检金牌’
，
一
旦在举报投诉、案件线索移送、大数
据监测等中发现异常，
也要进行相应
监管。
”
福建省工商局副局长罗庆春说：
“划分信用类型的依据是企业守法程
度、信用程度，工商部门没有主观评
价，体现了监管的公正性；信用类型
又是动态调整的，
只要企业持续守法
守信，也能进入守信行列，体现了监
管的导向性。
”
在福建省工商局局长黄培惠看
来，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监管部
门应该把市场规则制定好，
让企业能
心无旁骛地去
“比赛”
。黄培惠表示，
增强
“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监管效能，
还需在抽查的精准度、科学性、专业
性上着力，
加强涉企部门之间的协调
联动，推进智能化全程综合监管，进
一步打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

上海：制定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
在公司成立近一年后，
上海二三
四五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
亚栋的名片上，
成功印上了
“大数据”
的字样。在以往，
“大数据”
“
、人工智
能”
这些新业态的表述不能直接出现
在企业的名称中，但《上海市新兴行
业分类指导目录（2017 版）》
（下称《目
录》
）的出现，
给了新兴企业一张名正
言顺的
“身份认证”
。
据了解，
近年来，
在上海
“四个中
心”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大
量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而多数新兴
行业超出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导
致缺乏统一行业分类标准。
为了解决新兴行业登记
“无规范
可依、无先例可循”的情况，近年来，
上海工商部门深入调查研究，
探索出
了对新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梳理
200 多个新兴行业企业经营范围和名
称表述，制定《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

指导目录》，
解决新兴行业企业
“身份
认证”
难题。
“企业名称往往是一个企业最精
华的
‘身份认证’
信息，
既能表达我们
做事的决心，
也方便招揽人才。
”
彭亚
栋表示，
近年来母公司大数据业务发
展迅速，
去年希望将大数据业务独立
出来，以实现长远发展。但苦于“大
数据”这个表述，既不能出现在公司
名称中，也没有被纳入经营范围，新
公司
“身份认证”
成了难题。
据了解，
《目录》根据近几年企业
实际需求，
聚焦解决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新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
题，归纳出 225 个新兴行业企业的经
营范围和名称表述以及行业分类，
批
量确定新兴行业分类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录》上，可
穿戴设备、新能源汽车、技术转移服
务等新兴行业都已
“名正言顺”
，
大数

据、
人工智能等提法都可以写进企业
名称。
《目录》也将成为上海市政府部
门对新兴行业企业进行管理和服务
的标准，
使新兴行业企业在市场准入
的各个环节和经营的各个阶段都能
得到认同，切实解决新兴行业企业
“身份认证”
等难题。此外，
今后随着
新兴行业的不断增多，
《目录》还将实
行动态管理，
每两年更新一次。
“这下算是名正言顺了。
”上海张
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何大军表示，
《目录》发布后，
“双创辅导服务”终于被写进公司的
企业经营范围。作为张江高科的开
发主体之一，
公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项目来此孵化。他们的主业之
一就是创业辅导服务，
但过去没有这
一项经营范围，往往需要解释很久。
现在这个经营范围被写入《目录》，
更
有利于他们的业务描述。

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
清河工商所干部陈璐曾接到
一个任务，寻找 2016 年度未
报送年报的失联企业，这是
她和同事们最头疼的事情。
为了寻找这些失联企业，他
们曾经骑自行车找遍辖区的
每个角落。而这次，陈璐仅
用了一个上午，就“复活”了
11 家失联企业。
她是如何做到的？原
来，陈璐找到失联企业台账
后，登录了风险洞察平台，打
开失联企业查找功能模块进
行查找。A 公司是一家 1994
年成立的老公司，登记的住
所在清河工商所辖区。登录
平台后，系统显示出一张以
这家公司为中心的企业关系
网络图。从图中陈璐发现，
这家公司的两名自然人还在
其他几家公司有投资或任
职，而且联系方式、经营地址
等信息都能查到。
据 悉 ，风 险 洞 察 平 台 是
北京市工商局联合专业大数
据公司，通过综合工商系统
数据、企业信用数据和互联
网信息，形成企业的大数据
全景信息视图，为实时监测
年报数据异常等高风险行
为、开展跨地区跨部门综合
监管、提高执法效能提供有

力支撑。目前，平台已建立
涉及 18 个监管部门、71 项监
管事项的风险台账，将 112.45
万户企业纳入监测范围，占
全 市 现 有 企 业 总 数 的
74.67%。
据 了 解 ，与 传 统 系 统 建
设以硬件投入为主体不同，
市场监管风险洞察平台的核
心价值在于大数据引领，用
大数据思维进行构建，符合
基层实际监管需求，具有持
续迭代、智能优化等显著特
征。
据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监
督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北京
市工商局将持续深化风险洞
察平台的运用，定位隐藏于
数据资源背后的监管风险和
违法违规线索，提升事前事
中事后监管预判和处置能
力。同时，将向“预测”发力，
通过增加预警功能、扩大数
据量、引入智能学习技术等
方式加强风险预警。
“同时还要深化部门间、
政企间的数据共享、应用共
享、结果共享，推动跨层级、
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
业务的监管运用，使系统性
风险防范、资源调配、监管决
策更加有的放矢。”上述负责
人说。

上海、杭州：跨区域网络市场协同监管
北京昌平发来的移交函、
发往上海浦东的答复函……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网
监分局办公室内，一条条电
子信息、一封封纸质函件在
这里汇合、处理，又从邮路、
网路飞向全国，构成一张覆
盖 14 个省市 65 个县（市、区）
的大网。
这张“网”叫跨区域网络
市场协同监管，在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通报的 28 项优化营
商环境的典型做法中，上海
市长宁区、杭州市余杭区对
接，探索建立跨省市监管协
作工作机制、跨区域网络违
法行为监管协作工作机制的
经验受到了表扬。
网络市场突破了行政区
域的限制，卖家在天南、买家
在地北，发生了纠纷怎么处
理？假冒伪劣商品怎么打
击？
“炒信”
如何查处？知识产
权怎么保护？为了解决这些
难题，2017 年 10 月，余杭区与
上海长宁区签订协作协议，
全
国首个网络监管异地协作平
台正式启用。这个被称作
“红
盾云桥”的异地智能协作平

台，
依托阿里巴巴提供的大数
据技术，
实现网络违法行为协
查、
违法线索及案件移送全程
电子化，
拥有处理涉网案件的
数据协查、案件移送、办理反
馈、
对商家的处置以及涉网主
体的数据比对等功能。从协
查请求到信息反馈所需时间，
由原先的数月缩短至 3 个工
作日，部分协查内容 15 分钟
内就可得到反馈，
异地部门间
协作实现“一次都不用跑”。
目前，
这一跨省市合作已延伸
至江苏宿迁、
浙江金华等长三
角城市。
与 此 同 时 ，跨 区 域 执 法
协作也有了全新渠道。
“刷
单”
“ 炒信”
“ 售假”等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被重点打
击。日前，余杭区市场监管
局与江苏睢宁县、宿迁市宿
城区协商建立跨省网络市场
执法协查机制，联合当地及
淘宝平台共同整治当地家具
电商市场网络刷单违法行
为。虽相隔千里，但线上线
下默契配合，三方在 1 个多月
时间内查处 30 多个案件，立
案 26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