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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多地营商环境改革启动“加速度”

郝兆临

陕西西安：
发布《西安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提出了 10 个方面 45 项重点任务，以及 100 多项
具体措施，
推动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福建厦门：
出台《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全面提升营商环境工作
计划》，
以开办企业、
市场监管、
知识产权三项牵头营商环境评价指
标的全面改进提升作为突破口，
提出 37 条具体措施。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着力深化“放管服”“
、最多跑一次”等方面的商事制度改革，
不
断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
优化投资环境，
转变服
务方式、
提高服务质量。
优化营商环境是个动态过程，
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一个地区
的营商环境好坏，
企业感受最真切、最有话语权。高标准优化营商
环境，必须以“企业需求”为根本导向，努力做到企业期待什么，政
府就着力提供什么；
企业的堵点痛点难点在哪里，
政府就着力解决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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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让服务
“更上一层楼”

陕西西安：让企业感受到办事效率最快服务水平最优
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实现企业
创新和壮大的重要基础。近日，西安市
发布了《西安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重大
项 目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0—2022
年）》
（以下简称《三年行动方案》
）有关情
况，提出了 10 个方面 45 项重点任务，以
及 100 多项具体措施，推动营商环境不断
优化，努力让广大企业和群众享有更多
获得感。
西安市营商办主任王建东介绍，到
2022 年，西安要实现市、区两级非涉密政
务服务事项 100%“一网通办”，政府投资
项目、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将分别压
缩至 75 个和 35 个工作日内。
办事效率最快、服务水平最优，这是
西安希望带给企业最直观的感受。根据
《三年行动方案》，以后在西安，不管是开
办企业还是注销企业，都能感受最优最
便利的服务。
“今天本来只打算咨询企业开办流
程的，回去再准备所需要的资料，随身只
带了个人身份证，工作人员给我详细介

绍了一网通办的具体流程，还介绍了办
理注册企业的‘二合一’优惠套餐，我现
场在网上申报了公司的注册信息，一个
多小时就顺利完成了公司注册，没花一
分钱，拿到了营业执照和公司所需的各
项印章。”5 月 29 日，陕西尚悦智邦通讯
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徐浩兴奋地说：
“真的
没想到，速度太快了，工作人员的服务非
常好。
”
企业开办是市场主体设立的第一道
关 口 ，是 营 商 环 境 是 否 优 化 的 直 接 体
现。近年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
深化，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国率先启
用“24 小时全智能办照系统”和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系统，2020 年 1 月正式运行了
“西安市市场主体网上登记平台”，打通
了企业开办的关键环节,实现了市场主体
“全生命周期”
管理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防控期间，西
安市全面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在支持复工复产方面，西安市市场
监管局制定出台支持复工复产的 7 类 43

条举措，并实施了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健康发展 20 条措施，为中小微企业
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极大保障。
好的政策需要脚踏实地的落实。为
抓好落实，西安市还坚持多措并举，推动
建立了全流程落实链。一是专项督查保
落实。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西安市
加强和改善营商环境专项督查工作方
案》，采用“四不一直”的方式，深入企业
一线，发现堵点难点，督促工作落实。二
是全面监督促改进。在 12345 市民服务
热线开设营商环境问题专线，确保企业
和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解决。三是
考核问责传压力。出台《西安市损害营
商环境问责办法》，对损害营商环境的单
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
经过效能的不断叠加释放，西安营
商环境得到了明显提升，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4 月 底 西 安 市 累 计 登 记 市 场 主
体 2236723 户 ，同 比 增 长 25.48% ，市 场
主体总量和质量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
前列。

福建厦门：37 条具体措施升级优化营商环境
郑女士是厦门市一家软件企业的财
会人员，
最近正忙着在厦门自贸片区开办
一家新公司。4 月 3 日，她在网上提交了
公司设立申请，当天便获得了审批，全程
电子化操作，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材料。
“从来没想到，办执照可以这么简便！”郑
女士感叹道。
“作为国务院压缩企业开办时间试点
城市，厦门市 2015 年 8 月 31 日就率先在
自贸片区启用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
在区
内设立的企业，依托‘商事主体开办一网
通平台’，可以随时随地提交申请。”在福
建自贸区厦门片区象屿综合服务大厅，
自
贸试验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黄中华表示，
目
前，
各类商事主体开办登记已经实现全程
网办，申请人不需到现场，无需提交纸质

材料，通过“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
主体网上审批系统”提交审批，通过后即
可用手机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如果要领纸
质执照的话，
市场监管部门也可提供邮寄
送达服务，
企业一趟都不用跑。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厦门着力提高效
能，优化服务带来的流程再造。近年来，
一系列商事制度改革举措深入推进，
正润
物无声地为厦门经济发展释放红利：
当地
首创的“五个一”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体系作为统一标准在全国推广，
“多规合
一”
“并联审批和多图联审”
被国务院列入
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建设已经进入 3.0 版……
近日，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全面提升营商环境工作计划》正式印

发，共有 37 条措施，包括最大程度地节省
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推出证照联办
“套餐式”服务，免费刻制首套公章并邮
寄，实行电子执照一照通行、实现知识产
权“一站式”保护，打造更智能化、精准化
的监管平台……既有制度、
流程方面的革
新，也有具体到收费细节的减免措施，还
有保障措施落地的责任处室和完成时限，
为便利商事主体发展、减轻企业负担、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做了更周全的考虑和更
精细的改进，
体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责任
与担当。
数据显示，
近三年新增商事主体年均
增长 20%以上，监管事项全覆盖，市区两
级 152 个部门共同参与，检查商事主体数
量超 6.8 万家。

“以前，需要在几个单位或一个单位的不同部
门之间跑来跑去。现在，只要到大厅就可以‘一站
式’办理。”不久前，在新疆伊犁自治州行政服务中
心，
前来咨询优惠政策的伊犁诚道信用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谭旭东满意地说。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时间和效率显得更为重
要。据了解，为了深化“放管服”改革，伊犁州着力
深入基层与企业座谈，听取意见建议，认真检视行
政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此前，
伊犁州工信局录入州行政服务中心的服
务项目有 3 项。
“其他的事项都是我们认为办理频
次不高、
没有必要放进大厅的业务。
”
伊犁州工信局
企业处处长车岷说，现在看来，当初没有更多地从
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
据悉，
针对一些行政服务事项未进入州行政服
务中心、分散在各业务处室办理、未建立公开的办
事流程和办事时限等问题，
伊犁州工信局又筛选了
15 项，共 18 项业务在服务大厅办理。由于 18 项业
务涉及州工信局的各个相关处室，
如何有效办理成
为关键。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伊犁州工信局派了一
名熟悉各项业务的干部作为“首席代表”进入服务
大厅，确保各项服务不卡壳。同时，针对每一项服
务制定了公开的办事指南，
明确了办事流程和办结
时限。在后台，
进驻行政服务中心专人和相关业务
处室紧密协调配合，
实行无障碍、
无缝对接。
“初步评估，
这些服务事项放入服务大厅之后，
行政效率、
办事效率提高到了 30%以上。
”
伊犁州工
信局党组成员、
调研员、
机关党委书记侯高智说。
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企业活力，
实现经济创新
发展的源泉动力。据伊犁州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
督室负责人介绍，该州通过设立监督台、公布举报
电话，
设立举报信箱，
增加监督员等方式，
广泛收集
党员干部服务企业慵懒散、
不作为、
乱作为、
慢作为
等问题严肃问责，对服务企业吃拿卡要、滥用职权
的严肃查处，
并公开通报曝光，
形成有力震慑。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构
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该州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人表示，
今后将继续把推动构建
“亲”
“清”
新型政
商关系作为日常监督的重点，
把创造一流营商环境
作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优化投资环境，转变
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