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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大家谈】

【政策速递】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适应中低速增长，破解营商环境转型挑战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
商环境报告》，和 2014 年相比，中
国 2020 年营商环境的综合排名有
了显著的提升，从第 96 位跃升至
第 31 位。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政
府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我们不能
因为这样的排名自满。
具体来看，在该报告统计的
10 个分项中，如建筑许可，中国排
名从 2014 年 185 位上升至 2020 年
33 位。但也有一些分项指标出现
了下降，
“比如获得信贷，
我们 2014
年获得信贷排名 73，2019 年仍然
73，
到了 2020 年将掉到 80。
”
此外，
在税负方面的改善速度
也不能令人满意。比如获得税负
方面，
世界银行的排序聚焦于名义
的税率和缴费率，
所以我们名义上
的税率有些地方仍然较高，
尤其是
社保缴费率。2019 年我们在这方
面做了较大努力，
但是执行情况有
待观察。因为名义的税率费率降
了以后，
实际操作中企业面临的实
际负担是否跟着降了还有待观察。
刚才讲到获得信贷，
在获得信
贷方面我们没有特别大的进步，
我
们要实现转变，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
式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和政
府相关的各种投资。此种情况下，
我们的金融体制可以较好地服务
那样的增长战略，
因为做一些大项
目需要把资源动员起来，
而我们的
金融体制是非常好的动员了资源，
把它导向大项目。但是经济发展
方式要转变，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
业在创新创业方面作更多的贡
献。此时，
过去的金融体制便不再
完全适应新要求，
需要努力促进金
融为创新创业提供有效支持。
这里有一个体系中特别重要
的问题，
就是有一部分企业实质上
是获得担保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企
业都能获得这样的救助。如果我
们考虑到资金在这两种企业之间
的配置，一类企业能够获得救助，

白重恩

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
清华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
我们经济增长的模式过去比较
多的依赖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
显然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走
这条路。要让企业起更大的作用，就要改善营商环境，让企
业能够有积极性，
同时又能有效的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另一类企业不能获得救助，
那么就
会看到不能获得救助的那些企业
获得资金越来越难，
特别是当我们
的金融监管使得我们的金融机构
要对风险更加重视的时候，
那些不
能获得救助的企业就会更难获得
信贷，
因为他们的风险要由金融机
构承担。
金融机构的容错空间很小是
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一。我们
要做很多努力，
比如通过数字科技
更好地识别风险，
把错误降低到一
定的程度。除了刚才提及的这些
指标中的数据以外，
世界银行的指
标体系是不完全不完备的，
有很多
影响环境的重要方面都没有在那
十个指标中得到反映，
比如政策稳
定性对企业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
要的，
但是世行的十个指标没有一
个反映了政策的稳定性……

另外，
市场准入的障碍也没有
得到准确的反映，
市场监管方面有
的时候并不十分到位，
所以假冒伪
劣产品盛行，劣币驱逐良币，有时
又是错位或者越位，
甚至有的情况
下多个部门对同一件事情进行监
管，而多个部门的监管之间不一
致，导致企业什么事都做不成，这
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而这在世
行的指标体系中却反映不出来。
此外，
在税负指标中只考虑了企业
的税负，
却没考虑个人的税负是否
有利于人才得到充分重视，
人才的
环境在此指标中也没有得到充分
的反映。
但排名的下降也不代表中国
信贷环境变差。排序是相对的，
其
他国家信贷环境改善，
中国的改善
速度放缓，
排名也会下降。
我们过去这些年关于优化环

境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
现在又在
做新的努力。我们提及较多的都
是关于企业与政府如何打交道，
如
何让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遇
到的障碍少一点，
如何让企业办事
变得更容易一点，
这里面要牵扯到
很多方面，有的是政府的激励，有
的是政府的工作流程等等。
很欣慰地看到，今年 10 月 22
日国务院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的
条例，从 2020 年的 1 月 1 日开始实
行。在这个条例中，
对很多我们以
前谈到的问题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明确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
主管部门，
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能够
把企业的事接下来，
政府部门之间
的协调由这个政府部门去做，
而不
是由企业跑各个部门求爷爷告奶
奶，如此一来，对我们的营商环境
就会有较大的促进。现在有多个
省份都在搞
“最多跑一次”
改革，
在
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营商环境，
但是
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一方面，
由于各个地区不同部
门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
要在全国
有一套统一的营商环境的措施可
能很难，
所以需要鼓励地方做探索
性实验，
并提升容错空间。所以国
务院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条例中也
提到了，
要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主体
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的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
“只有穿鞋子的人
才知道鞋子是不是舒服”，只有企
业和居民才知道营商环境是不是
好，
而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
另一方面，若要把营商环境
的各个方面一起改进，在实际操
作中较为困难，可以考虑选择一
些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同
时，各个地区不同的部门实际情
况不一样，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
出一套统一的营商环境改善措
施，因此需要鼓励地方做探索、做
实验，允许地方在做实验的过程
中有一定的容错率。

【优秀案例】

辽宁沈阳：市场准入再降门槛 注册企业仅需 3 小时
在沈阳，3 小时能够注册一家
企业。
“ 不到 3 小时就拿到了营业
执照，这么高的审批效率，还是头
一回遇到！
”
提及此，
沈阳奥轩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颇为兴奋。
企业开办时限和便利度，
是评
估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沈阳探
索优化企业注册和开办的审批服
务流程，以抢跑审批服务“最先一
公里”的小切口改革，激活优化营
商环境的大棋局。
在沈阳浑南区政务中心，
原来
坐等材料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
走出柜台帮企业准备相关
审批材料。
“我只提供了身份证、
房
产证、股东签字件等材料，其他各
类表格材料，
都是审批部门帮我整
理搞定的，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拿
到了营业执照。”前来注册企业的
沈阳二四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
位办事员说。
“企业注册时间，主要耗在相

关材料的准备上，
报批时往往缺东
少西，
影响审批效率。
”
沈阳市浑南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刘希洲表
示，
“只要冲着问题去，
打通审批服
务‘肠梗阻’，就能跑出办结‘最后
一公里’
的加速度。
”
浑南区今年在
全市率先行动，探索“企业 3 小时
注册”长效机制，打破“坐等接件”
传统审批模式，
为企业开办提供一
帮到底的全程服务。
今年以来，
沈阳出台优化营商
环境 85 条政策措施，对企业开办
等市场准入相关事项，
全面进行优
化改革，提升审批服务效率，推动
实现企业开办
“一天不用等”
“一分
钱不用花”
。依托商事主体综合服
务平台，
推行注册登记、
公章刻制、
银行开户、
税务申报环节同步并联
办理，同时将公积金、社保、医保、
燃气、供水、供电开户纳入全链条
服务系统，
企业开办所涉及的印章
刻制费、
快递物流费等纳入财政预

算，由政府购买服务，降低企业开
办成本。
在沈阳铁西区政务服务中心
看到，这里新设置了“新办企业服
务专区”，为新办企业注册提供全
流程审批服务。总部在上海的一
家企业想在沈阳开办一家分支机
构，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利用网络
提交相关材料，当天就通过了审
核，
大幅提高了审批效率。在铁西
区，
“全程电子化”
登记企业数量已
占全区企业注册总量的 98%左右。
沈阳还探索容缺办理等快速
审批改革。如果主要材料齐全且
符合法定条件，
可以在次要材料有
点欠缺情况下容缺办理，
再在规定
时限内补齐相应材料。一些审批
事项的申报材料容缺率可达一半
左右，
通过健全许可审批信息反馈
制度，
相关许可审批信息及时被发
送到日常监管部门，
做到审批服务
与事后监管无缝对接。

近三年来，
沈阳持续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围绕政府
失信、政务服务窗口质量差、乱收
费乱罚款乱检查、市场准入门槛
高、中介机构服务不规范、政策落
实
“最后一公里”
不畅、
企业正常跨
区迁移难等问题制定整治方案，
推
动各类问题有序整改，
累计开展专
项整治 237 批次，发现问题 6576
个，
解决 6128 个，
解决率 93.2%。
线上只进
“一个网”
、
线下只到
“一个窗”、现场“最多跑一次”，政
务服务实现
“业务贯通、
系统联通、
数据互通”
，
同时深入开展
“万人进
万企”活动，拓展政企沟通交流渠
道……这一系列改革促进沈阳营
商环境不断改善，
全面激发了市场
主体活力。今年前 8 个月，沈阳新
增市场主体 11 万多户，同比增长
近 12%，
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全市平
均增幅 17.7 个百分点，
促进老工业
基地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昆明高新区出台
24条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昆明高新区印发《高新
区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该方
案以精减企业办事环节、降低企
业税费和运营成本、优化外向型
经济企业服务、优化公共服务供
给为主要任务，出台优化营商环
境 24 条政策，力求不断优化高新
区营商环境，力求融化市场的“冰
山”、移走融资的“高山”、跨越转
型的“火山”，进入全国国家级高
新区营商环境先进行列。
在借鉴北京、上海、重庆、广
东和江苏苏州等地经验的基础
上，高新区在该方案中提出了多
条创新性条款，包括优化印章刻
制服务，对新成立企业刻章实施
财政补助；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分
类管理；总量备案并入环评审批
流程；进一步精简涉企证照，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破解“准入不准
营”等难题。建立部门会商机制，
按照“提前介入、能快则快”原则，
提前与招商部门沟通，预估容缺
可行性，提升项目审批和风险把
控能力。支持在园区设立研发机
构或技术转移机构；鼓励建立海
外研发中心；推行“互联网+”政
府采购模式，实现线上、线下“双
通道”采购；优化企业清算破产退
出机制等。
据悉，该方案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
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发布
日前，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全国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
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从
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
加强公
正监管、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强化
责任担当四个方面，
部署全省深化
“放管服”
改革工作，
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
提升政府服务效能。
方案明确，进一步放宽市场
准入，继续压减行政许可事项。
今年年底前，再取消下放一批省
级行政许可事项。继续推进“证
照 分 离 ”改 革 ，重 点 是“ 照 后 减
证”，今年年底前在中国（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将省、市层
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
纳入改革范围，通过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
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
类推进改革，2020 年下半年在全
省推开。
方案要求，要向社会公开各
领域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
规则和标准，完善“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
按照方案，要大力优化政府
服务，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率，针
对群众办事来回跑、环节多材料
多、政府服务效率低等问题，对政
务服务流程、方式进行系统化改
革，加快打造政务服务“一张网”，
实现更大范围“一网通办”、异地
可办、
“掌上可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