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全面使用电子化办理证照
业务，那能不能在办理页面保留自定
义功能，满足部分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呢？”日前，三亚市工商局邀请数家企
业，就证照办理业务全面电子化，咨询
企业的意见。双大集团办公室主任冯
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向政府部门提建议有效果吗？“不
是没有人质疑过，但是我相信我们提
出的建议与问题，他们一定会认真考
虑的。”冯江信心满满地表示。

原来，冯江曾在三亚工商部门举
办的座谈会上进行过“吐槽”。而令他
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吐槽，有人进了
耳、上了心。

2011年冯江调任现在的岗位，开
始与工商结缘。因为不懂程序，不熟
悉材料，“经常跑一趟办不下来，不是
材料出错，就是程序不对”，跑得多了，
冯江心里也就烦了。在座谈会上，他
忍不住吐槽，“就不能有个专门窗口预
审材料吗？也免得我们一直白跑啊！”

“有一次去办业务时发现，政务大
厅前台多了预审台。”冯江说，材料可
以提供给预审台预审，免去因资料不
齐全而浪费时间排队的麻烦。同时，
预审窗口的设置也能将办照、咨询的
人员分流一些，进一步提升了窗口办

理的速度。
“对待企业就要像对待家人那样，

倾听他们的心声，解决他们的难题。”
三亚市工商局机场局局长黄熠娜表
示，像这样的座谈会，三亚市工商局每
年都会召开，“只有了解了最基层的声
音，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最终
满足企业的切实需求。”

企业反馈公司名称核准过慢，三
亚启动12345热线申请、网上申报，企
业名称预核当天办结，注册企业耗时
从过去20天压缩到现在的5天以内；
企业反馈审核效率不够高，三亚创新
实行“三级注册官”制，变一审一核为
注册官直接核准，“谁审批，谁负责”，
节约审核时间；企业反馈申报事项前
置审批过多，三亚大刀阔斧削减前置

审批，一次性从180项减少到9项，仅
保留了涉及国家安全、民生安全和生
态安全这三大类。

郭欣桐是三亚鹿回头旅游开发公
司的行政专员，她办理过最长时间的
业务是“股权变更”。“前后花了2个月
时间，主要耗费在来回修改材料上
了。”郭欣桐说，有些企业总部设在外
地，来回邮寄材料就更耗费时间了。
后来三亚工商部门按照“在原则性材
料不缺失的情况下尽可能为企业提供
便利”的原则，审慎实施容缺受理，加
速为企业服务，“现在办理这项业务只
需要3个工作日。”

贴心服务不仅如此。“记录下你提
的问题，在弄清楚以后会主动给你打
电话告知。”郭欣桐说，三亚工商部门

为了不让企业在原地等回复，出台了
很多便民措施。

在郭欣桐的眼里，工商注册大提
速也离不开窗口工作人员的辛勤付
出。“他们经常为我们的业务加班，有
时甚至加班到晚上10点。”郭欣桐说，
在所有人的付出下，工商注册、审批流
程大“缩水”，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便利。

让冯江、郭欣桐这类企业人员点
赞的是，去年底，三亚市工商局在窗口
外增设了办事指南，展示各类表格材
料的样本，指导企业代表填写材料，让
流程更明了，企业办事更便利。“三亚
市工商局不断地革新服务，主动由

‘管’变‘服’，必须点赞。”冯江说。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

“吐槽”换来窗口办事效率提升
三亚市工商局每年召开座谈会倾听企业需求，解决难题

故事
■ 本报记者 袁宇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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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工商局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与企
业“面对面”真诚对话，倾听企业声音，为企业反映
诉求、解决难题打通一条有效渠道，并能将百姓的
声音听进心坎里、将百姓的呼声高效落到实处，如
此“行动派”做法值得点赞，更为“放管服”改革提
供了可借鉴模式。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
优化服务改革，以期实现为企业“松绑”，为群众

“解绊”，为市场“腾位”，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
便利。

此场改革的重点便在于，要更好发挥政府这
只手的作用，要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多为百
姓“减负”，将“放手”当作“抓手”，腾出手来加强监
管与优化服务。以往，一些政府部门改革时不去
聆听百姓诉求，“关起门”列办事清单，导致百姓办
事时，常遇到各式陈规旧制、条条框框、繁文缛节，
不仅将百姓绕得“团团转”，漫长的审批等待还时
常耽误事儿。

而日前三亚市获得国务院“点赞”，原因便
在于三亚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做好服务的“行家里手”，将
百姓的“诉苦”当作改革关键，将解决百姓难题
落到实处。

从新增业务导办台，张贴材料样本，再到提供
材料预审服务，大幅削减前置审批项目……这些
来源于百姓最需要的诉求一一实现。改变虽细，
成效倍增。办事手续少了，门槛低了，百姓积极性
大大提升，今年一季度，三亚非公民营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新增各类市场主体同比增长249.10%。

直观的改革红利更加说明，改革需要行动派，
政府服务窗口不仅要“俯下身来”办事情，更需要
转变服务观念，“迈出步子”找问题，“放下身段”听
民情，“甩开膀子”做实事，用扎扎实实的改革成效
为社会经济发展凝聚强大动力。

手记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袁宇

改革需要行动派

三亚市工商部门靠前服务，激发创业活力

既当“牵线人”也是“智囊团”

由于入驻孵化基地的企业、“创
客”大部分处于创业初始阶段，普遍存
在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融资难等问
题。为此，三亚工商部门贴心地担任
企业的“智囊团”，依托工商云数据平
台，为企业提供智力服务，为企业后续
发展提供动力。

海南尚椰文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前身是一家手工艺品加工作坊，因技术
落后，销售渠道较弱，品牌价值尚未凸
显。公司负责人云春颜透露，在入驻孵
化基地后，不仅基地对团队进行创新创
业培训，帮助增加产品的创意设计，工
商部门工作人员还提出以“互联网+旅
游产品”的发展建议，帮助建设起尚椰
文化品牌。目前，该公司通过建立网络

销售及服务平台，大大增加了营业收入
以及用户对品牌的认可。

三亚市工商局副局长符冬文透
露，目前三亚市工商局已逐步建成广
告监测大数据中心，依托云数据监测
系统不断加强综合监管，进一步推进
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作，同时为企业
在企业注册、商标服务等多方面提供

服务。
据了解，截至目前，海南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已接纳企业400余家，注册
70余个商标，成功申报12个国家专
利。预计到2018年底，入驻孵化基地
的企业将达到2000家，带动10000
人参与创新创业。

（本报三亚7月17日电）

现场
■ 本报记者 袁宇 林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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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对上述市、县（市、区）优先选择为企业
登记注册便利化改革，社会共治、风险分类监管、
大数据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试点地区，优
先授予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权限，优先考虑批
准设立商标注册申请受理窗口

——摘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16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

北京市西城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

……

海南省三亚市

……

企业开办时间从过去的20天压

缩到了现在的5天以内

说起与海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的
结缘，黄恩灵直言，“这都要感谢三亚
市工商局崖城工商所牵的‘姻缘线’。”

原来，黄恩灵最初打算在家里创
建工作室，但在他前往崖城工商所申
办营业执照时，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他
的创业计划后，向他推荐可以去附近

的创新创业孵化基地看一看，不仅有
免费的设备，还有各种辅导。

“我一到基地，就被这里良好的条
件吸引了。”黄恩灵说，海南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不仅免费为创业者提供良好
的创业环境与办公设备，还提供了企
业培训、推介路演、天使投资、挂牌上

市等“一站式”服务，“简直就是‘拎包
入住’的节奏。”

三亚市工商局崖城工商所所长何
勇透露，受部门职能影响，工商所与创
业者的联系密切，主动了解创业者的
创业计划，就能够为他们提供更贴心
的服务，“另一边，孵化基地也需要各

类人才、创业团队、企业进驻，工商所
就是他们的‘媒婆’。”

优质的营商环境，贴心的“媒婆”
服务，使得海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入
驻企业呈井喷式增长。短短7个月，
入驻企业增长了140余家，平均每36
小时便有一家企业入驻。

联络创业者与孵化基地

服务前移上门指导

依托云数据平台提供智力支持

“大部分‘创客’都不熟悉工商政
策，急需专业人士指导。”海南创新创
业孵化基地董事长杨战国说，对于小
微企业来说，时间尤为重要，“早一天
成功申报，就能早一天见效见利。”

为此，三亚市工商局结合产业特
色，着重针对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的需

求，将服务前移，设立工商园区服务
站，为企业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三亚市工商局还下放行政审批事
权，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港澳台个体工商户等四
类行政审批登记事权下放住所地工商
所，实行属地登记管理，方便企业和群

众就近办理业务。
为企业、“创客”及时解读最新

政策、答疑解惑也同样是三亚工商
部门的服务内容之一。“工商登记不
再登记实收资本，实行认缴制。”海
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最近的一次座
谈会上，何勇向孵化基地的“创客”

们及企业家解释了最新的工商登记
政策。

“这样的座谈会已经成为常态
化。”杨战国透露，不仅如此，每年的工
商企业年报季，工商人员还会逐一给

“创客”、企业打电话，或上门督促，以
保证企业不会漏报，产生不良信用。

7月的三亚，热情似
火，秀丽的风景，优质的
环境，吸引无数企业、创
业者来鹿城逐梦。

坐落于三亚市创
意产业园的海南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叮叮咚
咚声不绝于耳。因入
驻基地接受孵化的企
业已达到400余家，孵
化基地正在对办公区
进行装修。

“办公区内各类设
施一应俱全，电脑等设
备还可以免费使用。在
基地里创业，条件比在
家好多了！”“90后”创业
者黄恩灵按捺不住心中
的激动，拿起工具加入
到装修行列中。新的希
望在这里孕育。

位于三亚市创意产业园的海南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已吸引400余家企业入驻。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年来，三亚市工商局持续推进
商事制度改革，推动“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坚持“放管服”三位一体，激发
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前置审批一次性从180项
减少到9项

压缩75%

削减了95%

率先在全省实行“三证合一、一照
一码”登记制度

提前一个月完成国务院关于
2016年10月1日起全面实施“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的工作任务

截至今年4月，共换发“一照一
码”营业执照20500张

全面实行个体工商
户“两证整合”登记制度

截至今年 4月，共
换发“两证整合”营业执
照12040张

开展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
扶持项目清单企业顺利落地

企业登记办事时限从 20个工作

日缩短到3个工作日

缩短了85%

推行商事制度改革以来，三亚市非公民
营经济蓬勃发展，民间社会投资拉动增势强
劲，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呈现“井喷”式增
长。

截至目前，三亚市登记存续的各类市场
主体共79375户

今年一季度，新增各类市场主体共 7778
户，同比增长249.10%

其中，内资企业 1353
户，外资企业 8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14户，个体工商户

640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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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工商注册
制度便利化工作
及时到位、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等相关
政策措施社会反映
好的市、县（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