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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之手”助企业恢复“元气”

郝兆临

宁夏银川：
印发《关于优化商事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十条措施》，
邀请银川市企业代表面对面了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实
际困难，及时细致进行分类指引、精准施策，实实在在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
浙江宁波：
出台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20 条、支持外贸企业 12 条、帮扶
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18 条等政策，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加强“云
上”
跟踪与服务，
确保项目不止步、
服务不掉线。
福建福州：
一手抓科学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一系列好政策好服务
打出“组合拳”，努力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造一流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对于一个国家或地
区来说，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越是困难时
期，越考验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国各地均纷纷出台多项政策，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复工
复产、生产生活恢复秩序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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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解决企业用工需求，
营造优质高效政务环境

宁夏银川：
畅通服务渠道，
为企业复工复产搭桥铺路
一家家企业经审批后陆续复工复
产，沉寂多时的机器陆续合上电闸开
始运转，一条条生产线恢复往日的忙
碌……在银川的多家企业内，随处都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经历了疫情冲击的
短期阵痛后，银川已经着力蓄势，用强
有力的政策措施，务实的工作方案，抓
实抓细抓落实的态度，畅通服务渠道，
为企业复工复产搭桥铺路，着力优化营
商环境。
政策上，为了在疫情期间有序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
印发了《关于优化商事服务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十条措施》，这十条举措涉及“不
见面”办事、开辟防疫民生企业专属绿
色通道、提供企业预约办理、实施告知
承诺等。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
下，邀请银川市企业代表走进市民大
厅，面对面了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

的实际困难，及时细致进行分类指引、
精准施策，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恢复产能。通过调研共梳理涉及惠
企政策、水电气、配套设施、技术服务、
第三方监管体系等行业问题约 20 余条。
服务上，在疫情防控期间，银川市
审批服务管理局推行了企业“不见面”
办事，引导企业通过宁夏政务服务“一
张网”办理各类业务，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市场主体的
236 项准入、准营事项将全面实行网上
办、寄递办，办理结果全部免费邮寄。
并且，
营业执照的办理将控制在 50 分钟
内办结，其他网办事项办理时间将力争
减少 50%。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我们只需要
在单位坐着，就可以快速完成申报项目
审查了，真的太方便了。”银川华信智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非常时

期，银川市采取了“不见面”视频会议审
查方式，确保企业项目申报审查时限不
受疫情影响，
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
此外，在开辟防疫民生企业专属绿
色通道方面，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将
对涉及防疫用品及重点物资保障的生
产企业、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涉及
百姓身体健康的医疗机构、互联网医
院、药品零售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在
办理许可、备案及医师护士人员注册
时，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将特事特
办，
指定专人进行业务指导。
同时，为更好地推进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银川市政府制定完善了优化营商
环境绩效考评、评测评价、督察督办、学
习培训、投诉举报、交流研讨等 8 项制
度，坚持用制度管理、用制度监督、用制
度评价，让各项暖企惠企政策落实落细
落地。

浙江宁波：
实招频出，
确保项目服务不掉线
“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有力举措，
让我
们深刻感受到宁波优越的营商环境。
”
近
日，
在浙江省重点项目网上签约会上，
毕
马威中国副主席龚伟礼通过视频对宁波
大加赞扬。他表示，
疫情虽在，
但投资宁
波的信心和方向不会改变！
据龚伟礼介绍，从去年 11 月到今
年春节前，毕马威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推
进宁波分公司的开设事宜。然而，一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原有
的部署，毕马威的业务也受到了很大影
响。但让龚伟礼倍感意外的是，疫情防
控期间，毕马威持续收到来自宁波市和
鄞州区的关心和慰问。
“他们主动询问我们的需求和困
难，并向我们介绍宁波市和鄞州区疫情
防控的最新举措和企业复工复产的最
新政策。”龚伟礼感慨道，疫情，让他看
到了更真实的宁波，一个更有亲和力和

发展潜力的宁波。出于对宁波营商环
境和市场的信心，毕马威宁波分公司最
终如期落户。
非常时期，恰是地方营商环境最好
的“试金石”。据了解，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宁波市各地持续推进战略
招商、精准招商工作，积极创新工作方
式，开展不见面招商和洽谈，通过微信、
电话、邮件、视频会议等“点对点”
“线连
线”
“屏对屏”，加强“云上”跟踪与服务，
为企业出实招、办实事，确保项目不止
步 、服 务 不 掉 线 。
“ 云 端 ”上 的 融 资 ，
“9G”热线串起的中小企业产业链，撑
起了企业恢复产能、重占市场、转型升
级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突 然 袭 来 ，各 行 各 业 紧 急 拉 下“ 制 动
阀”。抗击疫情，简要之点是“人际隔
离”，由此引来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阻

断，一大批企业随之陷入困境。等到疫
情防控形势好转，大家急着复工复产，
许多企业、商家却发现员工来不了、原
料进不来、资金不够用、防护物资缺。
为了把外省员工接回来，政企携
手，包车、包飞机、包高铁；针对企业面
临的“急难愁盼”问题，市里出台了促进
企业复工复产 20 条、支持外贸企业 12
条、服务业健康平稳发展 21 条、帮扶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 18 条等政策，开展了
“万员助万企”
“百行助万企”
“提信心促
消费 10 项行动”等专项行动。为让政
策尽快落地见效，还制定了帮扶政策申
报办理指南。
此外，宁波税务部门积极推广了
“非接触式”出口退免税服务。数据显
示，今年 2 月份，宁波累计为出口企业
办理退免税 46 亿元，为外贸发展注入
强心剂。

“政府包机、包专列帮我们公司从云南、甘肃接回
了近 200 名员工，
帮了我们大忙！”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王经理说，政府帮忙接回的员
工加上部分自行返岗的员工，公司目前的劳动力已经
能够满足生产需求。
据悉，为福建经纬新纤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点对
点”接送员工，是福州市及时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保
障企业复工复产的一个缩影。
2 月 13 日，福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疫情防控
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的要求，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积
极响应，
在福建省率先开通企业 24 小时包车咨询热线，
启动包车“点对点”接送省内外疫情低风险地区跨县
（市）在榕就业的务工人员返岗，实现务工人员从家门
口直达厂门口的安全有序返榕复工。
此后，福州市又推出了包飞机、包高铁专列接送疫
情较轻省份的企业员工返岗。据悉，仅福州重点光电
龙头企业高意集团 5000 名员工中，已有超过 80%返岗，
这其中，
有 200 多名外地员工是通过政府包机包车包专
列回来的，900 人接受了免费核酸检测。
“我们正铆足了
劲，抓紧生产紧急订单。集团的目标没有改变，仍是抢
占 5G 高地。
”高意集团党总支书记王劲生介绍。
据介绍，除了“三包”接送企业员工，福州市人社局
还通过用工调剂、顶岗实习、中介机构引进劳动力、线
上招聘等方式为各类企业解决用工需求。
目前，福州市又发布了《2020 年福州市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要点》，推出营商环境改革 3.0 版，重点针对福州
市薄弱指标提出了跨越性的目标，并明确了今年重点
提升内容，
着力为企业提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围绕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
福州市今年将
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 1.5 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简易低风
险工程项目审批服务时限压缩至 24 个工作日，全市范
围内不动产一般登记、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全部压缩至 3
个工作日，推出 40 项“证照联办”套餐服务事项，100 项
“秒批”
服务事项，
力争
“一趟不用跑”
事项达 60%。
围绕营造开放包容的产业发展环境，大幅放宽对
服务业市场主体的资质、从业人员、经营场所等要求，
取消对营利性医疗、教育等机构在证照办理等方面不
合理限制。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着力“照后减证”。
此外，福州市还围绕营造成本适宜的实体经济环
境，
进一步清理政府部门下属单位、
商业银行、
行业协会
商会、
中介机构等涉企收费；
强化政务失信责任追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