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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务中心工商审批窗口
工作人员用心为企业解难题

多一声主动问询
少一分困惑烦恼

{故事}

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耀金：

农垦改革改出新面貌

{现场}

海口高新区审批事项由29项精简
到2项，审批时间缩短80%以上

极简审批
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 王媛

从上周开始，海口市高新区审批局
副局长王文海带着材料往林安智慧物流
商城跑了一趟又一趟。他负责的这个项
目一期工程已完工，公司正为工程验收
作准备。“根据极简审批改革措施，在项
目验收材料收集过程中，高新区管委会
要派专人全程代办。”王文海介绍。

2015年我省在海口高新区美安科
技新城等3个园区试点“极简审批”。这
是海南“多规合一”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也是落实中央、国务院进一步把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推
进的具体体现。

据介绍，该制度以“多规合一”为前
提，以“规划代立项”“以区域评估取代单
个项目评估”，由注重“事前审批”向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审批事项由29
项精简到2项，审批时限由152个工作
日缩短至26个工作日，审批时间缩短
80%以上。

“当时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都没
办下来。极简审批制度允许很多项目开
工条件后置，把节能、节水、白蚁防治、环
评等窗口浓缩一并办理，有些干脆不再
审批。”林安智慧物流商城总经理云天龙
说，“需要补齐的手续，可以一边建设一
边补办。”

极简审批制度还要求政府为企业提
供优质的保障服务。“以前是企业求着政
府办，现在是政府推着企业走。”云天龙
说，极简审批制度至少给该项目节约了
三分之一的财务成本和管理费用，给企
业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

极简审批，展现了海南审批提速，先
行先试的智慧担当。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咱们这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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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青林

2017 年伊始，又一
项发轫于海南的重大改
革走向全国：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于1月9日印发了《省级
空间规划试点方案》，要
求在海南等地试点基础
上，将吉林、浙江、福建、
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
7个省份纳入省级空间
规划试点范围，推进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

作为全国第一个开
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
试点的省份，海南敢于
创新、勇于突破，形成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
经验，被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评价为
“在推动形成全省统一
空间规划体系上迈出了
步子、探索了经验”。

“多规合一是一项
长远的事业，只要我们
‘一张蓝图干到底’，就
会越来越显示出对海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作用。”省委书记刘
赐贵的话，代表着全省
人民坚决推进这项改
革的心声。

{综述}

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把全省作为一个大城市大景区来规划建设

“一张蓝图”创造的海南经验

率先改革，勇当探路先锋

时间回到2015年6月5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十三次会议，同意海南省在全国率
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要求
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
破、带动作用。

“海南是最有条件开展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央赋予海南改革试
点的使命，正是希望海南能在规划体制
机制创新方面为全国趟出一条新路子。

此前，在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长
期探索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规划不
统一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方
重复建设，产业单一、资源浪费；有的地
区基础设施不足，发展机遇不能落地；有

的部门行政审批手续仍比较多，行政效
率较低；还有各种规划“打架”，阻碍了发
展……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制约海南发
展的瓶颈，实现多种规划的统筹衔接，统
筹协调全省发展，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
并被写进了2015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
告中，就此启动了“多规合一”工作。

怎么才能“多规合一”？在这个问题
上，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先例可循。海
南从问题出发，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
创新体制、打开大门、打破壁垒，充分听
取方方面面的意见。2015年9月底《海
南省总体规划纲要》一公开发布，各种
意见建议就像雪片一般飞来。

凝聚全省人民的智慧，海南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迅速取得一个又一个
突破，基本形成了主体功能区、生态保
护红线、城镇体系、土地利用、林地保护
利用、海洋功能区6个空间规划的统筹，

并形成数据平台，确保了全省发展只有
“一张蓝图”。

画好蓝图，创造鲜活经验

“通过‘多规合一’改革创新，形成
了全省上下共绘发展蓝图的整体合力，
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改革红利。”刘赐贵
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海南注重
各项配套改革同步推进，创造了许多鲜
活的改革经验。

在这一张蓝图上，3.4万平方公里
陆域和200万平方公里海域统筹规划，
海南从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一跃成为
疆域大省；梳理化解了72.1万块、面积
1587平方公里的重叠图斑，消除了各
类规划之间“打架”的矛盾；划定主体功
能分区和生态保护红线、林地控制线、
基本农田控制线、开发边界线等11类

控制线，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科
学格局；限定各市县城镇、旅游度假区、
省级产业园区、乡村、基础设施等开发
边界，统筹优化城乡发展、产业、基础设
施等空间布局……“多规合一”指引海
南走上坚守生态底线、有序开发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这一张蓝图中，海南梳理出支撑
我省长远发展的十二大产业，确定了六
类27个产业园区，出台了“飞地”政策，推
动了路网、光网、电网、气网、水网“五网”
基础设施建设……“多规合一”指导海南
找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抓手和突破口。

在这一张蓝图的框架内，海南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率先在全国整合建
设省级政府综合服务平台“12345”和全
省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3个不
同类型的试点园区推行“六个试行”极
简审批改革措施，审批事项再减少70%

以上；按照“一体共用、军民融合”的发
展模式统筹好军地资源，为军民融合军
地协调发展搭建了坚实的框架……“多
规合一”带动海南创新体制机制、深化
改革开放，为全省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深入推进，边规划边实践

在省域“多规合一”向全国推广的新
形势下，海南的改革没有停步，而是不断
向“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新阶段深入推进。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十五次会议以来，海南按照“着重
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处理好改革探索
和依法推进的关系，一张蓝图干到底”的
要求，推动“多规合一”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编制完成《海南省总体规划（空
间类2015-2030）》的指导和约束下，各
市县和洋浦开发区均编制完成本地区
总体规划，画好了市县的“一张蓝图”。
在此基础上，海南进一步打破市县行政
区划和利益藩篱，制定实施“海澄文”一
体化综合经济圈、“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规划，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画好一张蓝图的基础上，海南着
力创新规划管理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开发了全省性的规划信息管理
平台，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建立规划编制
及实施管理机构，探索相应的督查机制
……相关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实现

“一张蓝图干到底”奠定了关键性基础。
特别是在“多规合一”改革的同时，

海南陆续开展违法建筑、海岸带、城乡
环境卫生、城镇内河（湖）水污染等六项
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行动，查处整改了一
大批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有力管控
住了生态红线。

边编制规划、边探索创新、边督查
整改、边推动工作，使规划编制与工作
实践相互促进——这种创新的思路，完
全不同于传统的先规划再实践后检查
的思维。这一思路从一开始就成为海
南推进“多规合一”的工作方式，一步步
将“一张蓝图干到底”变为现实。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特约记者 王伟

“今年春茶茶青都卖到15块/公斤
了！”坐在凉棚里望着千亩茶田，海南农
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
耀金品着自己种出来的白沙绿茶，感
觉很惬意。

从一个普通茶农一步步摸索，到
如今深谙绿茶种植技巧的技术总监，
做了一辈子农垦人的李耀金也感叹，
经过数年改革发展，如今农垦人日子
逐渐好起来。

随着海南农垦改革大刀阔斧推
进，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扛起了白沙绿茶发展的大旗。“改革
前，茶农们都是自己育苗，茶叶质量
参差不齐，都靠天气吃饭。”李耀金回
忆说，八九年前，白沙农场的茶农们
平均年收入不过七八千元，还得担心
茶叶卖不出好价钱。

从农场茶农到企业职工，身份的
转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茶农们
统一用上优质茶苗、公司统一做好种
植前期工作和技术指导、收获季节统
一收购加工……在2013年，白沙农
场正式移交地方管理后，学校、饮水、
道路、绿化、排污等大笔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的投入，让白沙农场面貌焕然

一新，当白沙绿茶的品质、产量、效益
实现了逐年提升，农垦人的幸福指数
也在逐年攀升。

“茶农精力都集中在生产上，何愁
绿茶品质上不去？”李耀金笑着说，生产
上由公司免去了麻烦、生活上由政府
打消了顾虑，4块6一公斤的茶青如今
卖到15元，茶农腰包鼓了、公司效益上
去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产业发展
中，更多的实惠让茶农享受到，白沙绿
茶产业在改革中形成了良性循环。

而对李耀金来说，过几年就要退
休的他，原本可以过上做技术指导的
清闲日子，但上个月白沙居、牙叉居

成立，农垦改革深入推进，也让老李
闲不下来。“现在茶叶品种已经稳定
了，但还有上升的空间。”就在年初，
李耀金又从福建引入了20余个茶叶
品种进行试验培育，力争再为白沙绿
茶提质增效。

从30余亩茶田到如今的千余亩
茶园，从拥挤的小平房到随处可见的
两层“绿茶楼”，包括李耀金在内的茶
农们，见证着农垦改革所释放的发展
活力。“听说县里还要打造茶乡，未来
跟旅游接轨，那我更闲不下来了！”李
耀金笑着说。

（本报牙叉4月10日电）

■ 本报记者 刘操

4月7日中午12时10分，已到午
休时间，省政务服务中心内依然人头
攒动。大厅里数十个窗口一字排开，
工商、商务、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工作
人员井然有序地为企业回答各种审批
问题。

“我们要等所有办事人办完业务
才能去吃午饭。”省工商局审批窗口的
工作人员曾昭文早已习惯这样的工作
状态。

去年的一天，海南农垦草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草畜公司）的办
事人员向曾昭文提出办理企业登记申
请。草畜公司的经营项目符合法规要
求，但有很多资料没有完备。“能否让我
们先办执照，让项目快点落地？”办事
人员向曾昭文求助。

“不能让企业等，我们办理审批就
是要最大限度方便企业群众。”在经过
严谨的评估后，曾昭文迅速作出决定，
启动“容缺受理”，在材料没有完全筹
齐的情况下，即时为草畜公司办结登
记业务，公司的投资项目得以顺利落
地。此后，她一有时间，就会指导帮助
企业补齐材料。

多一声主动问询，化解一分焦虑心
绪，减少一分困惑烦恼——这是曾昭文
给自己制定的工作标准。“每天加完班，
大厅已经空空荡荡，整个人也是疲惫不
堪，可看到一张张离开时满意的笑脸，
还是感觉很值得。”曾昭文说。

（本报海口4月10日讯）

海南守好生态底线，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图为陵水新村港红树林碳汇造林及生态修复项目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注册资本（金）总额
同比增长23.88%

其中
内资企业增长9.66%
私营企业增长43.76%
外资企业增长37.77%
个体户增长30.05%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长13.73%

市场主体总量
同比增长21.12%

其中
内资企业增长10.60%
私营企业增长23.31%
外资企业增长7.87%
个体户增长21.48%
农民专业合作社增长15.51%

截至2016年12月底

全省市场主体616038户
注册资本（金）23087.34亿元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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