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大力
优化营商环境

近3个月来，我省对接的企业
超过300家，签署各类投资合作协
议60余个，并达成近百个合作意向

今年6月29日，我省全面实行
全国统一“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
革。此次改革共整合24个涉企证
照事项涉及工商、税务、质检、统计、
商务、公安、旅游管理、住建、发改、
财政、人社、住房公积金管理、农业、
海关、出版行政主管、气象管理等
16个部门

今年5月，省工商局制定《优化
营商环境七条措施》，旨在进一步推
进注册登记便利化和企业信用监管
科学化，对标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营商环境，探索建立市场主体更
为便利的退出机制，不断完善企业
信用监管流程

中央 12号文件出台后
第一家与海南省政府签约的
企业：阿里巴巴集团

中央 12号文件出台后
第一批来琼调研合作项目的
央企之一：中国旅游集团

第一家进驻海南的国际
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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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
企业家”，市场经济里常见的一句话，背
后体现的是多方面综合影响力：有一个
公平的市场环境、高效的政务环境、良好
的法治环境、国际化的规则环境等，才能
更好地激发出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发
展潜力。

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
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改善营商环
境的大潮下，对于如何打造“海南引力
场”，不同的企业代表给出了他们不同的
答案——

“我选择在海南做生意，首先看重的
是市场和人才，其次是补贴或者税收方
面的优惠，第三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资
源。”犹太籍商人、海口友文国际创新商
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友文如是说。

海南省广东商会会长林宏润更关心
人才聚落的平台和机制，并建议通过搭
建更多的科创服务平台、建立新兴产业
基金、引进国际化人才等措施，以增强营
商环境的人才吸引力。

“我们不需要短期的优惠政策，而
是需要公平政策，有一个权利平等、规
则平等、机会平等的环境。”海南皇冠集
团董事长、香港海南商会会长陈明谦则
直言，透明、公平、公开是他们所看重的
核心要素。

而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郭汉雄对营商环境的“创新”方面颇
有感触，认为要围绕鼓励创新等进行积
极探索，打造海南营商环境的新亮点、新
标识。

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性的环境，在
不同企业主体眼中，海南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需要“内外兼修”，让强项要更强更
优、提升补齐短板弱项，并打出特色亮
点，从而形成强大的“海南引力场”。

（本报海口8月1日讯）

办理企业迁入手续的谢建堂，“经
常跑工商部门办业务”，经验丰富。

7 月 20 日上午，他在省政府政务
服务中心大厅商事登记 4 号窗口柜台
前，花了不到 1 个小时，就办完了相关
的业务。这符合他的预期判断：没有

“返工”补材料，也没有花太长时间。
但办完业务后，他并没急着走，而是留
了下来。

留下来做啥？留下来和同一窗口
其他等待办理业务的企业人员聊天。

从事旅游行业多年，谢建堂有自

己一套的获知信息方式。这些信息和
市场、投资环境、政策有关。和商事登
记窗口前的其他企业人员聊一聊，有
时可以聊出有用的信息。在基础设施
建设、硬件条件日渐趋同和完善的今
天，哪里“有市场、环境优、服务好”，企
业就往哪里聚集。

做企业计算利润、计算发展，因此
如何找到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如何赚
钱、如何根据市场活力调整企业经营等
都是不同企业主体要思考的同一类问
题。换句话说，有生意做、能赚钱，是企

业最关心的问题。
而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就 是 解 放 生 产

力、提升竞争力。营商环境好，企业
才会想要来、留得住、发展得好，从而
才能带动市场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
的涌流，激发出整体活力。营商环境
是重要的发展基础，企业的壮大，创
新创业的活跃，高质量的发展，离不
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怎么样，如同鞋穿在脚
上走路，企业和企业家对此感知最直
接也最敏锐。

像谢建堂一样闯荡市场的企业人
员的感受是，好的营商环境除了基础
设施的完善外，还要强调企业开办、运
营、关闭和市场维护全流程成本等因
素。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认 识 到 ，营 商
环境是系统性的环境，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海南
要以更大力度、更加务实的举措，加
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
环境。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营商环境好不好，要看企业经营成
本高不高、办事方便不方便，还要看是
否真正形成了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
环境。

在海口高飞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大卫·格林·大卫眼中，有吸引
力的营商环境包括政策稳定性、预见性、
清晰性以及智力支撑能力、有成熟的人
才培养体系等多方面内容。

以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者和
企业，海南省律师协会会长廖晖认为
要对标先进学经验，“比如法治环境

更加规范、透明、公平，不断提升对商
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等。”
廖晖说。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综合竞
争力。在当前海南发展关键时期，让营
商环境更具“国际范儿”，是要建立起符
合国际惯例和世贸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
机制和体系。

对此，海南尤其要苦练“功夫”。
作为缺少外向型和具有国际化运作

能力企业的省份，如今站在更高起点上，
海南要如何加快形成公平开放统一高效

的市场环境？答案中有个关键词，是“国
际标准”。

“营商环境提升到国际舞台，要结
合海南本地区域特色，扬长避短。”6月
28日，在省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普华
永道大中华区创新服务主管合伙人、海
口所董事蔡晓颖如是说。

这场持续 3 个多小时的座谈会，
邀请了数名企业家、律师、创业者等齐
聚一堂，共同为优化海南营商环境出
谋献策。

有人说一流的营商环境主要不是追

求优惠政策“洼地”，而是打造软环境
“高地”，营商环境建设要对标国际最高
水平，与国际接轨。有人认为要在宏观
方面致力于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微
观方面突出透明、公平、可预期三因
素。还有人认为，要优化配套环境，推
进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努力打
造诚信政府，防止“新官不理旧账”，保
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可见，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
平优化营商环境的路上，海南还有许多
功课要补。

内外兼修

近来，“营商环境”成为海南的一大热词。
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海南未来发展举旗定向，明确了“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赋予了海南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史使命。
一时之间，企业纷至沓来。在企业界眼中，“一流营商环境”包含着哪些关键要素？如何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应为企业做好什么样的服务？对于这些问题，海南正沿着加

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的方向，在实践中探索发展前进。

我省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企业“引力场”激发市场活力

构建强大的“引力场”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实习生 林晨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支持海南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要更大
力度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习近平

苦练“功夫” 对标国际最高水平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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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上午，省政府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各个业务窗口前秩序井然。

来自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的谢建堂排在商事登记窗口，手上拿着
一个文件袋，正准备办理企业迁入手续。

“办理需要的材料在工商部门网站
都可以了解到，来之前备好就行，都是透
明可查的。”谢建堂说，到了业务窗口很
快就能办理，没费多大劲儿。

这“不费劲儿”的背后，是政府部门
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的努力。

“为进一步做好企业登记绿色通道

工作，为重点项目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便捷的登记注册服务，我们出台了关于
企业登记‘绿色通道’实施办法，明确了
多项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省工商局企
业注册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像谢建堂一样被确定为“绿色通道”
的服务对象，可以享受优先服务、全程服
务、即时办结服务、“容缺受理”、上门服
务、预约服务、跟踪回访服务等7大服务
措施。

近年来，我省通过实施“放管服”改
革等一系列举措，助力营商环境发展。

今年6月29日，我省全面实行全国

统一“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在“五
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全
面实行“一套材料、一表登记、一窗受理”
的工作模式。

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后，
由工商部门负责登记、备案等信息采集
推送，相关部门通过省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或全省“一张审批网”接受信息，相关
部门不再另行重复采集已推送的信息。
企业通过营业执照二维码、电子营业执
照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
公示企业整合证照事项信息。

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是政府部

门当好“店小二”想方设法纾解的重点，
也是企业关心的要点。

“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增强服
务意识，加强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服
务意识、服务能力，畅通政企联系渠道，
建立和维护‘亲’‘清’政商关系。”海南
华锦旅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繁华说。

政府当好服务企业和公众的“店小
二”，避免工作执行中出现“玻璃门”

“弹簧门”现象，能为优良营商环境注
入高行政效率、规范化服务管理等方
面的能量。

当好“店小二” 让企业办事更方便

近日，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省工商局设立的“大企业绿色通道”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为企业人员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