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主体增加）

现在全省任何一个工商窗口
都是免费办理工商业务，一年能为
全省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节省
5000多万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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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28223户，同比增
长 14.56%；新增注册资本（金）
240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41%；个体工商户62631户，
同比增长28.26%；新增资金数
额44.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80%

（行政审批缩减）

2015年9月30日，《海南省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正式
实施。这是海南省第二次精简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仅保留涉及
国家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及生态保
护等方面的前置审批9项，较改革
前的180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减幅达95%，是全国保留工
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

（工商收费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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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伊始，
商事制度改革的浪潮
一直在国际旅游岛上
涌动，海南工商人不仅
是浪尖上的弄潮儿，还
是披荆开路的勇士。

“十二五”期间，海
南工商深化商事制度
改革，颠覆传统行政审
批制度，转变市场监管
模式，从撤销审批办到
全国率先成功实施“三
级注册官”制度，从实
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到
前置审批事项全国最
少，从放宽住所限制到
成功发出全国第一张

“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海南工商在全国商事
制度改革的滚滚浪潮
中傲立潮头，创造了多
项“率先”。

海南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颠覆传统行政审批制度，转变市场监管模式

商事制度改革创多项“全国率先”

■ 本报记者 宗兆宣
通讯员 陈术颖 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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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审批的“减法”
换市场活力

2015年2月26日，海南省工商局
在全国率先撤销审批办，实现了从审批
准入到注册备案的华丽转身。海南工
商成为全国首个撤销审批办的政府部
门。这是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
大突破，是对传统审批模式的历史性颠
覆。从此，市场主体办理营业执照不再
需要经过层层审批，一个简单的注册登
记就可以拿到经济市场的“入门券”，市
场准入的“篱笆墙”将彻底成为历史。

2015年12月21日，海南省工商局
召开全系统注册官任职大会，调整任命
667名公司注册官，其中新增任命注册
官160名。注册官制度改变了过去“窗
口办事人员审查——主管领导核准”的

“一审一核”模式，实行由首办“注册官”
全程服务、终身负责的登记模式，从根
本上解决了以往层层审批带来的效率
低下问题。海南成为当前全国率先成
功实施注册官制度的省份。

2015年9月30日，《海南省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由省政府以政府
令（第257号）形式公布并正式实施。
这是海南省第二次精简工商登记前置
审批事项，仅保留涉及国家安全、公民
财产安全及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前置审
批9项，较改革前的180项工商登记前
置审批事项，减幅达95%，是全国保留
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

海南省五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对《海南经济特区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以省人民政
府令形式公布，进一步明确前置性行政
许可事项由省人民政府确定和调整。
2015年11月11日，《海南经济特区企
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经六届
海南省人民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通过行政审批做“减法”文章，有效
激发了海南市场活力。2015年1-12
月，我省新增市场主体92229户，同比增
长22.56%；新增注册资本（金）2481.8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19%。其中，企
业28223户，同比增长14.56%；新增注册

资本（金）2404.7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0.41%；个体工商户62631户，同比增长
28.26%；新增资金数额44.05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28.80%。

以创新服务的“加法”
促惠民红利

“所有的工商业务都是全免费的，表
格也是免费领取，办任何业务都不用花
一分钱。”在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窗
口办理增资业务的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詹先生向记者竖起
了大拇指，表示要为工商部门点赞。

不仅办理工商业务不用交一分钱，
海南从1983年就开始收取的个体私营
企业会员费也在2014年7月份被彻底
终止。此前每个个体经营户都要加入
海南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每年要交纳最
少几百元的会费。仅取消个体私营企
业协会会员费一项，全省每年就减少收
费850多万元。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全省任何一个工商
窗口都是免费办理工商业务，一年能为
全省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节省5000多万
元费用。

詹先生告诉记者，不仅办理所有业务
完全免费，办事效率也大幅提高。以前，
办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需要21个工作日，自工商部门实行

“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以来，办
一张具备三证功能的营业执照只需要三
个工作日，材料齐全的话一天就能办好。

2015年9月1日，海南省“三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率先在海口、三
亚地区落地，提前1个月完成国务院和
国家工商总局交办的改革任务。10月
1日，全省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登记模式。投资者申办企业，以前
需要准备3份材料，到工商、质监、税务
3个部门，分别用3个不同的号办理营
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如
今只需要到工商部门，递交一份材料，
办一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
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是企业唯一
识别号，全国通用，不管做什么，或者到
哪里，企业都必须用这个号，因此，也提
高了企业交易行为透明度。

2015年2月13日，省政府出台《海
南省企业法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放宽企业法人住
所登记，实行“一址多照”和“一照多
址”，充分释放场地资源，降低大众创业
成本。小微企业住所（经营场所）设在
科技园、孵化园、创业园、创意园、创新
工场、创业基地等集中办公区楼宇内
的，实行住所（经营场所）报备制，免予
提交场地使用证明。省工商局出台的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
快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十八项扶持
措施》、《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助力小
微企业发展的十八条措施》均明确有关
放宽住所登记条件措施。

2015年10月15日，省工商部门在
洋浦工商局率先启动了“信箱地址”注
册登记模式，该模式在指定地点以信箱
管理的方式进行编号作为市场主体的
住所以及确定其法律文书送达地址和
司法、行政地域管辖的依据，是一种实
现“一址多照”、“一照多址”的住所登记
管理模式。

据统计，自启动“信箱地址”注册登
记模式以来，洋浦共设立登记企业数143
家，其中设立使用“信箱地址”企业数36
家，变更企业数8家，新设企业使用率
25%，“信箱地址”使用量逐月递升。

以科技监管的“乘法”
净市场环境

“都怪我们当时不够重视，没有按规
定年报，现在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无法
在银行做贷款了。”在工商部门递交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申请的何先生着急地说，

“我们现在已经补报了年度报告了。”
在放宽准入门槛的同时，海南省工

商部门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托
海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现市
场监管数据在各部门之间无缝衔接，进
一步建立和深入我省企业信息公示制
度、信用惩戒机制，充分运用信用公示、
信息共享、信息约束等手段，加大了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惩戒力度，切实
把诚信建设纳入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环
节。截至2015年12月1日，累计列入
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户数为8.3万户，

这些企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
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银行贷款
等方面受到限制和相关部门的联合惩
戒，促使企业管理者深刻意识到失信经
营的严重后果。已有602户企业由于
受到相关限制和影响，主动改正错误，
信用约束震慑作用初步显现。构建了
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
管的多元共治格局，形成了“一处违法，
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近期，省工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
2013和2014年度企业年报“双随机”抽
查工作。双随机，即随机抽取被检查对
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双随机抽查模式
改变了以往对所有市场主体“按固定周期
检查”的市场巡查模式，转而采取抽取一
定的市场主体进行检查，将检查中发现的
市场主体违法行为在全省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平台上予以公示，任何企业、组织和
个人只要登录平台都可以查询市场主体
的日常抽查信息、登记备案信息、违法违
规记录，从而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
信经营。省工商局从全省范围内已报送
年报信息的119910户企业中按照4%的
比例随机摇号抽取出4759户企业作为此
次抽查对象。并将本单位具有执法资格
的工作人员统一录入“执法人员随机抽查
系统”，在公证人员、纪检人员、企业联络
员代表和媒体代表的现场见证下，摇号确
定抽查人员，确保抽查工作的公开、公平、
公正。经检查，抽查结果正常的企业
3637家，占抽查企业的76.42%；公示信
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367
家，占抽查企业的7.71%；未按规定公示
即时信息的企业29家，占抽查企业的
0.61%；通过企业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
法取得联系企业606家，占抽查企业的
12.73%；不予配合情节严重的企业72
家，占抽查企业的1.51%；在检查期间注
销的企业48家，占抽查企业的1.01%。

“凡是对合法经营者有利的，凡是
对促进大众创业有帮助的，凡是能精益
求精改善服务的，都是海南工商人不断
努力改革的方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楷的话掷地有
声，而海南工商人的改革步伐正阔步迈
出，永不驻足。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海口市龙华区工商局办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耐心、细心为群众办理企业
注册登记等业务。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G 2016年1月25日 星期一

T13

ai ge

华彩华彩““十二五十二五”·”·

工商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扶持企业做强做大。 本报记者 宗兆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