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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创业热土
（上接第一版）
广西南宁市：
以问题为导向，聚焦营商环境评价指
标，着力攻坚解决群众和企业反映突出的
办事难、
效率低、
负担重等痛点堵点，在全
国率先实现多事项“零材料”
“零跑腿”
“零
见面”，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新突
破。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通过多项举措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在优化纳税服务环境方面，全市办税窗口
全面实现“五个一”便民办税目标；在推进
“信用呼和浩特”建设方面，全面实施双公
示制度，专门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局，为
项目投资开辟绿色通道。
宁夏银川市：
把今年确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年，同时
印发了《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民营
经济发展的意见》，在制度创新、强化监
管、
优化服务等方面着力破解制约银川市
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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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
让
“数据跑路”
代替
“群众跑腿”打出降本减负
“组合拳”
不动产登记效率实现大提速，
“南宁
样本”将在全国推广;手机“刷脸”可申领
失业保险金，
在全国率先实现多事项
“零
材料”
“零跑腿”
“零见面”……优化营商
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
争力。近两年来，
南宁市以问题为导向，
聚焦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着力攻坚解决
群众和企业反映突出的办事难、
效率低、
负担重等痛点堵点，推动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取得新突破。
“以前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
需要在
不动产登记窗口、
银行、
税务部门等往返
奔波多次，
现在通过网上申办，
最多跑一
次就能拿证，
十分方便。
”
近日，
前来市民
中心办理二手房转移的市民黎女士感受
到了政务服务跑出的
“加速度”
。
从“取号难”
“ 办证难”到“互联网+
政务服务”，南宁市加快电子政务建设，
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
近办、一次办”，进一步精简项目审批环
节，提高审批效率，尽快实现“最多跑一

次”
，
甚至
“一次都不用跑”
。
以多部门数据互联共享为基础，打
造南宁市“24 小时不打烊”的不动产登
记模式，不动产登记效率实现大提速，
“南宁样本”
将在全国推广。
“优化营商环境是时代发展所趋，
民
之所呼，政之所向。我们将齐心协力坚
决打赢这场硬仗，为首府经济社会向更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
南宁市行政
审批局副局长、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
冯忠明说。
据了解，除了用“互联网+”提升政
务服务水平外，
南宁市还坚持问题导向，
瞄准企业的“最痛之点”
“最盼之处”，实
行“店小二”式的全程代办、
“经理人”式
的全程跟进、
“监护人”
式的全程保护，
打
出一套降本减负“组合拳”，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不断释放。
在融资服务方面，推进中小企业贷
款平台建设，引导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增
加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规模;构建新型

政银风险分担合作关系与
“4321”
风险分
担机制，
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优质、
低费
率的融资担保服务，
截至 2018 年 6 月，
南
宁市
“4321”
新型政银企融资担保业务突
破亿元大关。
在政策落实方面，积极落实各项政
策，降低企业成本负担。2018 年，共减
轻全市企业电费负担约 8.2 亿元，其中
组织企业参加电力直接交易，为企业减
负约 2.64 亿元；落实降费减负政策，累
计 减 免 退 税 款 200.11 亿 元 ；制 定 出 台
“1+6”系列人才政策文件，全市新增高
技能人才 1573 人，新增专业技术人才
12836 人。
南宁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总经济
师贺大州表示，目前市发展改革委编制
了《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活
动实施方案》
《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重点
问题百日集中整改行动方案》，
为南宁市
打好
“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
主动仗
理清了思路，
明确了方向。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营造宽松便捷市场环境，
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本来以为需要好几天才能办完，
没想到几个小时就领到了营业执照，这
样的速度令我们很意外也很惊喜，这样
的效率值得点赞！”近日，在该市领取了
营业执照的北京市民宋先生对首府工
商部门高效的办证工作表示称赞。
宋先生是中通汇鑫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的股东，几天前，他和公司法人赵
女士专程从北京来呼和浩特市办理企
业变更事项。上午 11 时许，两人在如意
工商分局办理变更业务，当时，如意工
商分局企业股工作人员张秀枝对其提
交的变更材料审核后，就变更材料不规
范的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两人随即回
到住宿地补充材料。14 时许，两人带着
补充后的材料来到分局交给张秀枝后，
准备过几天再来取证。这时张秀枝告
诉他们，稍等一会儿就可以取证了。宋
先生和赵女士听后还有些疑惑，张秀枝
见状解释，如意工商分局已将原来办理
营业执照的审批程序从过去的一审一

核两个窗口，改为审核合一，一个窗口
办完，所以办的就快了，同时考虑他俩
来自北京，为缩短在呼市办事的时间，
现给他们打照。当日 15 时许，两人高兴
地拿到了变更好的营业执照。
由“一审一核”到“审核合一”，让登
记流程再提速，这只是呼和浩特市改善
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据悉，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营造更加宽松便捷的市场环境，呼和浩
特市通过多项举措大胆探索、先行先
试，优化营商环境。在优化纳税服务环
境方面，2018 年以来，呼和浩特市税务
部门努力提高办税效率，降低企业办税
成本，对国有、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全
市 40 个 办 税 厅 、373 个 窗 口 全 面 实 现
“五个一”便民办税目标。七大类 133 个
涉税事项全部实现“最多跑一次”，并推
行绿色通道、延时服务和蒙汉双语服
务，推广网上办税、自助办税和移动办
税，
实现了“全天候”
自助办理。

此外，呼和浩特市还大力推进“信
用呼和浩特”建设，全面实施双公示制
度，不断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和证
照分离改革，全面实行多证合一，持续
减少行政许可事项，降低准入门槛，为
此，呼和浩特市专门成立了行政审批服
务局，一个印章管审批，推行清单标准
化，
为项目投资开辟绿色通道。
同时，呼和浩特市还对云计算、大
数据、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行每度
电 0.26 元的优惠用价，工业用地成本控
制在每亩 10 万元左右，工业用气每立方
米 2.7 元左右。并依托天津无水港打造
具有口岸服务功能的水陆铁多市联运
物流基地，
相对降低物流成本。
据了解，今后呼和浩特将继续完善
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深化落实商事制度
改革，努力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宽松便
捷、更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让更多
的企业愿意落户首府，为经济发展增添
更多动力。

宁夏银川市：
五方面出硬招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
在自治区调研银川市
“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座谈会上，
银川市把今年确定为优化营商环境年，
同
时印发了《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
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着力破解制约银川市民营经济
发展的突出问题，
并将该项工作作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
统筹谋划全面推进。
一是在制度创新方面，
结合机构改革，
在 6 个县（市）
区组建审批服务管理局，
全市审批事项 185 项划转到审
批局125项；
全市40个部门的1132项事项已全部进驻市
民大厅，
占市本级政务服务事项的 88%。累计取消下放
审批事项129项，
审批改备案事项193项。
二是在强化监管方面，
推行
“双随机、
一公开”
监管，
探索开展
“1+N”
跨领域联合抽查新模式，
努力实现
“进一
次门，查多项事”，减轻企业接受多头多部门监督负担。
坚持
“线上线下一体化”
监管，
组织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
项行动，
召开电商约谈会、
餐饮外卖平台约谈会，
及时发
布消费警示，
宣传维权常识。
三是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
以创建全国信用示范城
市为主线，
全面推进信用制度建设、
共享机制、
信息应用
和联合惩戒工作。先后制定了《银川市加强政务诚信建
设实施方案》等 30 余项制度；
开通
“信用银川”
门户网站，
联通各级政府部门 35 个，
推进跨部门信息共享、
交换和
应用。
四是在优化服务方面，
以
“一体化集成审批服务”
模
式为统揽，
推进
“一网通办”
“不见面、
马上办”
“最多跑一
次”
等做法。实现企业开办 1.3 个工作日办结，
比改革前
减少 4.5 个工作日，
建成运行商事服务大厅，
终结办事群
众在市民大厅、
税务和银行之间来回跑的模式，
实现一个
大厅完结企业开办所有环节。项目报批控制在 42.8 个
工作日，
最短用时 26 个工作日，
建成运行建设项目服务
大厅，推行投资项目全链条并联审批，推进“多评合一”
“多验合一”
“多图联审”
等创新工作。
五是在推动减税降费方面，2018 年为 8000 多户小
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1.2 亿元，
户均减免税额 1.5
万元，
政策受惠面达100%。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扩大4G
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同步加快推进 5G 城市试点工
作，银川市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地区网络接入能力达到
100M，
电信普遍服务地区网络资费较其他地区优惠40%
以上。
5 月 15 日 19 时，
经历了 15 个小时的越洋飞行后，
首
批 1410 只新西兰种羊抵达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内蒙古
乐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所以选择银川作为种羊进境
地，
“一方面，
我们看中了银川进境种畜指定隔离场良好
的区位优势，
另一方面，
宁夏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我们选
择银川作为进境地的重要原因。”该公司董事长侯燕军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