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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郝兆临

江苏徐州：
出台了《关于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意见》，重点
优化政务服务、
投资开放等六个方面的营商环境，为企业
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切实提高了徐州的招商吸引
力。
广西荔浦：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了《四家班子领导跟踪
服务工业企业工作方案》，实行“五个一”工作机制，形成
了“官员当保姆，老板评干部”的企业服务机制，有力地构
建起
“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
湖北仙桃：
真金白银减负降本，加快推动各类资源向成长型骨
干企业倾斜，盘活“僵尸企业”和困难企业，建立“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等一系列举措，让企业经营者们感受到“爬
坡过坎”
的动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靓丽名片，也是
一个区域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为了加大转变政府职能
和简政放权力度，更快更好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近
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优化营商环境热潮。其中，广西荔
浦的深化“放管服”、江苏徐州的“营商环境 18 条”、湖北
仙桃的减负降本等改革最大幅度地提升了行政效能，打
造了营商环境的优秀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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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仙桃：真金白银减负降本
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江苏徐州：
“营商环境 18 条”让企业经营者信心倍增
作为营商环境建立的直接受益者，
徐州营商环境建立的务实举措，让众多
企业经营者自信心倍增。
刚刚正式营业半年多的江苏华宇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李洋对此颇有
感触，作为淮海经济区专业医疗器械供
应链平台，公司的其中一项业务就是为
入驻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等“多证联办”的一站式服务。原
计划一期项目在 2018 年 9 月完成 36 家企
业的入驻，结果 7 月就已圆满完成任务，
目前入驻企业大多已开始运转。
为啥能提前完成企业入驻任务？李
洋说：
“公司在南京、泰州、苏州等地也设
有分公司，一般是 3 个工作日拿到营业执
照，而此番却只要 1 天就能拿到了，企业
入驻的速度大幅提高了。除此之外，对
于企业在落地时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比如

说，作为平台企业，经营面积普遍较小，
按照原来的执行标准，经营面积 100 平方
米以上的企业方可入驻，但得知南京、苏
州等地采用的是 60 平方米的标准后，他
们立即对相关标准进行了调整。按照原
先的标准，只有 20 多家企业能够入驻，而
调整标准后，
36 家企业得以入驻。
”
而这一切均得益于去年徐州市委、
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的工作意见》，措施实、举措明，18 条举
措，
满满的干货。
《意见》指出，着眼增强城市软实力
和核心竞争力，重点优化政务服务环境、
投资开放环境、要素供给环境、创新创业
环境、诚信法治环境、人文生态环境。
据悉，徐州将会连续组织开展营商
环境“建设年”
“ 提升年”
“ 深化年”活动，
通过 3—5 年左右的努力，建成审批事项
最少、办事效率最高、运营成本最低、政

府服务最优、创新创业活力最强的全国
一流营商环境。
尤其是在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中，
《意
见》指出，一要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开展“清障提效”专项行动，全面推行
“多图联审”
“ 多评合一”联审联办制度。
二要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普
遍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三要积极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不见面
审批”改革标准化建设。四要开展“作风
提升”专项行动，加大明察暗访和问责追
究力度。五要开展“品牌打造”专项行
动，加快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的服务
品牌。
基于对徐州市营商环境的充分认
可，华宇医疗信心满满地提出了发展的
“小目标”：2018 年底开票金额达 1 亿元，
纳税金额 1000 万元，努力建成淮海经济
区最大、最专业的医疗器械供应链平台。

广西荔浦：深化
“放管服”发展迈大步
不久前，广西荔浦市在深圳市举行
招商引智推介会，现场签约 30 亿元、达
成初步意向 80 亿元，项目涵盖 IC 集成
电路载板、无人机、智能终端、LED 配套
设施等高端产业。
一个不沿海、不靠边、没高铁的县
级市，凭什么吸引众多高端产业集聚？
“通过改善人力、金融、环境要素，培植
优势资源，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形成了
自身的吸引力。”荔浦市政府经济顾问
滕佑灵博士说。
据 悉 ，为 了 不 断 深 化“ 放 管 服 ”改
革，荔浦在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
商务环境，打造重商、爱商、护商的优质
投资环境方面，探索出符合自身实际的
路子。
在强化机制方面，荔浦出台了《四家
班子领导跟踪服务工业企业工作方案》，

实行“五个一”工作机制，即“一月一联
系、一月一例会、一季一汇报、一年一提
升、一年一考评”，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不定时由企业家对领导和
部门进行评分评价，并纳入绩效考评。
在强化服务方面，荔浦推出系列举
措提高政务工作效率，为企业办事提供
最大便利：设立服务工业企业“联审联
批”窗口，推动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建立
健 全“ 并 联 审 批 ”
“代办服务”
“绿色通
道”等服务渠道，2018 年 5 月开通了“不
动产登记企业服务通道”，已为 79 家企
业办理登记 208 宗；率先成立了广西首
家非公企业巡回法庭，为企业化解纠纷
提供“一站式”服务……据统计，2017 年
以来，累计为企业解决土地、环保等各
种问题近 1000 个。
在提档升级建设平台方面，荔浦市

近 3 年累计投资 7 亿多元，用于完善园
区水、电、路、污水处理、标准厂房等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 7000 万元建设广西首
个含氰重金属污水处理系统，完善园区
环保基础设施。
“我们历来重视对企业的帮扶联
系，形成了‘官员当保姆，老板评干部’
的企业服务机制，近几年来，向企业派
驻了 5 批 641 名党建工作指导员，有力
地构建起‘亲’
‘ 清’新型政商关系。”荔
浦市委书记陈代昌表示。
“我们是 2016 年进驻的企业，当年
进驻当年投产。这与当地领导干部的
热情服务分不开。为了一个环保批复，
分管企业的副镇长听说之后，3 天时间
就帮我将审批办妥了。”在金牛工业园
区小微企业创业园，鑫隆工艺品公司负
责人黄戴屏说。

一向沉稳的付立新这回
“有点反常”
——近日，
当他报出一组数据时，
显得很兴奋，
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
“2018 年，
我们完成外贸出口 8600 万美元，
比
去年净增 24.9%，上缴税收 5000 万元，比去年增长
21.2%。
”
作为立新公司的董事长，
付立新格外看重
这份“成绩单”。
“没有仙桃市里长期以来的鼎力支
持，
我有再大决心也攻不下这山头。
”
付立新说。
据悉，立新公司投入了 8 亿元扩大规模，仙桃
市及时提供用地、协调融资，
让立新公司实现了增
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
“ 加法”向“乘法”转变。
“立新造”成了全球无纺布中高端市场不可或缺的
产品。
显然，
立新公司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据悉，
自
2018年以来，
仙桃市就着手真金白银地为企业减负
降本，
让企业家们感受到
“爬坡过坎”
的动力。数据
显示，
1 月至 11 月，
全市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累计 9.5
亿元，
其中为工业企业降低成本 8 亿元。27 家企业
参与电力交易，
降低用电成本2000万元。
此外，
对于有技改意向或扩规意愿的企业，
仙
桃市也坚定不移地予以支持，
加快推动项目资金、
要素保障、
服务力量等各类资源向成长型骨干企业
倾斜，
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
新上优质项目，
打造
新的经济增长点。2018年1月至11月，
全市用于支
持企业实施技改补助资金达 4100 万元，其中争取
省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专项资金 2100 万元、市级
专项资金2000万元，
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
2018 年，
仙桃市还坚持服务精
准化，盘活了一批“僵尸企业”和困难企业。侨光
石化、新益面粉、亚通塑胶等一批企业通过并购、
资产重组、整体转让、注资入股等方式重新起航，
渐入佳境。
眼下，
“亲”
“清”
新型政商关系已在仙桃市成为
一种特色和发展优势。各地各部门勇于打破
“玻璃
门”
“旋转门”
“迷魂阵”
“太极阵”等壁垒，
注重打好
“感情牌”
“服务牌”
“政策牌”
，
营造
“主职坐不住、
专
班跑起来”的氛围，
对企业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有
困必解，
加快实行“网上办、马上办、一次办”，
激发
了企业的内生动力，
“ 亲”
“ 清”型政商合力奋进。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
全市工业经济稳健运行：
六大
板块产值同比增长12.5%，
重点企业发展支撑有力，
工业用电量增幅继续走在全省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