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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造便利优质的营商环境
（上接第一版）
四川成都温江区：
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紧 紧 围 绕“ 惠 企 、利
企、便企”三大关键词，着力降低企业
成本、优化营商环境。
浙江杭州西湖区：
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商事登记
制度改革，不断提升企业投资项目审
批效率，完善产业发展引导政策，加大
财政扶持力度，积极助推实体经济发
展。
河南洛阳洛龙区：
深化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举措，不
断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绊”，把为
企业和群众办好“一件事”作为工作重
点，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和措施，极大地
激活了辖区的市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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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洛龙区：释放商事制度
改革
“福利”，激活辖区市场活力

四川成都温江区：
100 条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以前我们企业对接政府工作，5 个
人还忙不过来，现在 1 个人就能轻松完
成。不是这个人有多能干，而是政府效
率提高了……”
“ 这段时间一系列的会
议，开到我们心坎上了。有了真金白银
的100条政策措施，
我们企业今后发展的
路更宽了。
”
不久前，温江区委区政府对外公布
了 2019 年 1 号文件《关于促进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温江区今
年的一号文件，
《意见》对标先进发达地
区出台的产业扶持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举措，
紧紧围绕
“惠企、
利企、
便企”
三
大关键词，
着力降低企业成本、
优化营商
环境，
让民营企业实实在在得实惠、
增信
心、
添动力。
其中，在推动企业做优做强方面，
着眼于民营企业规模体量、总部经济、
发展质量、发展空间、投资招引、建筑业
提效等发展关键，提出 5 项支持政策。

对民营企业自建或购置办公用房、年主
营业务收入 5000 万元以上、新获批国家
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称号、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扩大温江
名优产品海外销售、外地优质建筑企业
迁入温江等给予奖励。其中，对民营企
业在温设立企业总部的补助金额高达
1000 万元。
在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方面，从
建立研发机构和平台、
培育创新人才、
强
化校院企地协同创新方面提出 4 项支持
措施，
对新获批国家级研发机构、
建设众
创空间、
购买高校院所科研成果、
重大装
备首台(套)等给予奖励或补贴，
对获得国
家部委、省市科技部门立项奖励的科研
项目，
补贴最高可达500万元。
同时，
着力打造区域优质金融生态，
设立4亿元纾困帮扶专项资金，
建立5000
万元直融扶持资金和不低于50亿元的产
业投资基金群，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融

资难、
成本高。此外，
《意见》还就落实税
费优惠政策、
构建国际标准营商环境、
保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民营企业家
健康成长、加强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了
多项务实管用的支持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为提高市场主体对
温江准入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
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温江区行政
审批局全力构建“标准化+审批服务”模
式，精简事项要素，优化审批流程，这是
温江区行政审批改革下好的
“先手棋”
。
温江区行政审批局负责人表示，通
过高标准建设，审批服务将基本实现由
部门管理为中心向以群众服务为中心的
转变，
加快实现群众和企业办事线上
“一
次登录、
全网通办”
，
线下
“只进一扇门、
仅
跑一次路”
的服务目标，
为温江区加快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宜业宜居宜游
的新中心城区”创造更具竞争优势的营
商环境。

浙江杭州西湖区：
多举措厚植企业发展沃土
不久前，西湖区留下街道某家居公
司负责人李先生想要进一步扩大公司
经营范围，以往需要驱车前往 9 公里外
的西湖区行政服务中心商事登记综合
窗口办理经营范围变更业务，如今留下
市场监管所窗口进驻街镇服务中心后，
只要在公司附近街道服务中心的商事
登记综合办事窗口就可以办理了。由
于前期已经准备好网报材料，10 分钟不
到，李先生就拿到了经营范围变更后新
的营业执照。
“我们企业发展过程中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注册资本、股权变更是常有
的事，以前都要开 30 分钟车去区行政服
务中心办理，如果材料没带齐全可能还
要再跑一趟，现在只需十分钟就可以就
近到这里来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李
先生说道。
这是西湖区市场监管局纵深推进
“最多跑一次”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一

个缩影。据悉，目前西湖区市场监管局
下属九个市场监管所窗口都已进驻街
镇服务中心，在原有“局所一体化登记”
的基础上形成了“多点同厅”覆盖全区
的商事登记审批网络。同时西湖区市
场监管局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和政府
数字化转型趋势，大力推进企业全程电
子化登记，推动线下向线上转型，通过
“网上办”倒逼“简化办”，通过“简化办”
助力“网上办”，最终形成“材料少、流程
优、时间短、跑次少”的商事登记新模
式。
同时，为了提升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效率，用好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保
障 31 个省市以上重点项目和 90 个区级
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确保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 500 亿元，4 个结构性指标均实现
10%以上增长。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
革，企业新设、变更、注销、备案的网报
审批时间压缩到 0.5 个工作日，新设、变

更当场发照。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支撑是关键。
据了解，
为了完善产业发展引导政策，
加
大财政扶持力度，积极助推实体经济发
展，
2019 年，
西湖区将安排不少于 8 亿元
的资金支持全区重点产业和实体经济发
展，确保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 10%
以上、
文创产业增加值增长 8%以上。
据西湖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西湖区将深入开展
“走亲连心三服务”
活
动，
完善政企互动机制，
大力支持双创企
业健康发展，切实帮助解决发展中的困
难和问题，
全力做到有呼必应。同时，
深
化与浙江大学、
中国美院、
浙江工业大学
等区校合作，
持续推进
“小微企业三年成
长计划”，修订新一轮科技创新政策，推
动更多的双创企业在云计算、
大数据、
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领域与实体
经济融合蝶变，
实现区域经济结构优化，
加快打造
“三全”
首善之区。

洛龙区常住人口约 40 万，是洛阳市委、市政府所
在地，辖区内企业众多。自“放管服”改革以来，特别是
2017 年 5 月洛龙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 100 家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试点单位以来，洛龙区行政
服务中心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优化服务举措，不断为
企业“松绑”，为群众“解绊”，把为企业和群众办好“一
件事”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创新服务方式和措施，多项
工作走在全市、全省前列，优化营商环境跑出“洛龙速
度”。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例。不久前，在洛龙区行政服
务中心，一家企业的开办用时正式更新为——4 个工作
日！也就是说，仅需 4 天，企业就可完成从注册到运营
的全部过程。
洛阳美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成为享受到“四
日办结”新政的受益者。
“真是没想到，周一来签字，周
五就全部办好了！”该企业负责人韩朝武说。
事实上，美穗公司的经历并非个例。洛龙区行政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办税信息登记等 7 个环节，减少为企业登记、印章刻
制、申领发票 3 个环节，今后在该区开办的企业均可实
现“四日办结”。
除此之外，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还主动梳理“四
办”和“最多跑一次”事项。该服务中心围绕涉及群众
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服务事项，多次对权责清
单、公共服务事项、行政处罚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公
开标准和流程进行了规范。2018 年下半年，洛龙区便
在全市率先公布本级第一批“四办”和“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
124 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下一步，
我们仍将采取成熟一批、
公布一批、
实现一
批的办法，
以点带面，
逐步实现全部事项’
一趟办结’
。
”
洛
龙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王兴堂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服务效能，洛龙区行政服
务中心积极推动政务服务由实体大厅向网上大厅、手
机终端、微信终端延伸，
让信息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路。
近两年来，洛龙区行政服务中心先后投资 300 余
万元建设“智慧洛龙”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以工商、税
务、卫生、残疾人服务等高频事项为重点，先后打通了
与国税地税、食药监等业务审批系统的连接，促进了部
门间的数据互通。
一连串的商事制度改革“福利”，激活辖区市场活
力，
“能公开、尽公开”
“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已成
为全区上下的共识，不仅让辖区群众满意，还吸引许多
其他辖区企业、群众来办事。据统计，区行政服务大厅
年办件量达到 130 万余件，工作日平均每天办件 5000
余件，
办结率和满意率均在 99%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