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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相关部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不仅贴身，
还贴心！无论什么时候有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
找到他们。”这是许多企业家们的心声。

在海口人的心里，12345热线是让人信赖的
存在。除了快速处置市民游客的民生诉求以外，
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联动平台还创新推出

“12345+营商服务”等便民利企举措，给企业提供
发展的“沃土”。

海口依托12345热线建立起的“12345+营商
服务”机制，实行“四个一”措施，即一个专席受
理、一个值班长协调、一个联席会议研究处置、一
套督查督办制度跟进处置的工作机制。主动上
门走访总部经济企业，收集企业需求和建议，解
决企业提出的问题，解决率达 84.1%。还联动

“12345+政务”，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办事群众只需拨打12345，就可了解行政审批相
关政策、制度、流程、所需材料等各类信息，也可
反映各种诉求。

“在我们列出问题后，他们逐个帮助解决。”海
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办公室质量与培
训中心业务经理戚久宏表示，12345营商专席工
作人员积极协调各政府单位帮助企业咨询解决问
题，效率很高，“如果单靠企业工作人员，不知道要
打多少电话，跑多少次腿。”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的持续
优化，让海口这片创业和投资热土活力涌动。

很快，刘士波申请的资金和政策将到位，这让
他离产业链规划又近了一步。海口市继续优化营
商环境的承诺，也让他对未来更加期待。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创业的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从公司成立开
始，刘士波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该公司的“小菜一篮”项目是农副产品实时配
送的新零售试点项目，已经批量建设社区门店。

“我们公司在海口复兴城，但门店遍布全市，营业
执照、食品流通许可等证照的办理是个大难题。”
刘士波坦言，“如果按照以往要求，116家门店得办
116套证照，每套证照至少跑6次才能办完，光往
工商部门和食药监部门就得跑696次。”

考虑到企业实际情况，工商部门推出“一照多
址”试点举措，所有门店只需一张营业执照即可。食
药监部门也推出“一证通用、总部调控”的便利办法。

证照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又出现了。“面临
资金缺口和既复杂又严格的贷款审批手续，企业
拖不起。”刘士波说，得知这一情况后，海口市各相
关部门全力支持，仅用了半个月就办理好200万
元的纯信用贷款，帮助公司闯过了初创时的危机。

刘士波感受到的便利，海口众多企业家都深
有体会。而且这样的流程简化还在向纵深推进。

7月22日下午4时，海南冠盛金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蔡学良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海口
市政府服务中心，办理面前坡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回迁安置房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人防和国
安的审查在一个窗口就可以办，不用再各部门来
回跑了。”大约20分钟后，他此次要办理的5个业
务就已全部办完，“现在办事越来越方便了。”

从去年起，海口市还在原来的基础上压缩审
批事项，将1019个审批事项减少至598项。同时
推出“不见面审批”服务，减少了各项“奇葩”证明、
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困扰企业的问题。

企业办事流程简化的背后，是政府办事效率
的提高。

“回迁商品房建设项目送审方案调整，可由海
口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征求区政府意见”“有些项目
因风貌管控、建筑立面色彩不符合未审查通过，资
规部门应该给企业提供可选择的方案”……

今年7月初的一次集中审批专题会议上，海口
对该市一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遇到的“肠
梗阻”问题进行会商，一上午便解决了十多个项目
审批问题。

而这样的集中审批会，海口每周要开一次。
“到目前为止开了3次会，已经研究了45个项目审
批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项目审批加速。”在海口市
政务管理局局长吴秋云看来，集中审批制度提高
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效率，解决了项目审批
中企业需求与行政审批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海口
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助推器”。

海口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鞠磊表示，要对受理
审批进行规范，不得随意出现退档件，确需退档的
事项，必须详细说明退档理由；审批事项以不同原
因退档超过两次，说明职能部门没有将问题一次
性告知企业，视为审批异常。

为此，各部门一开始就主动介入，给企业列一
张表，把设计规范要求、消防标准等事先交代清
楚。在此前提下，再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海口还将政府投资建筑类项目压缩至75个
工作日，社会投资一般项目压缩至60个工作日，
其中园区极简审批项目和“五网”项目审批时限不
超过57个工作日，使全市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再提
速50%以上。

集中审批提高办事效率 12345热线便民利企

海口市政务中心工作人员为前来办理审批手续的人员提供便捷服务。
本报记者 张茂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口市政务中心开设园区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为企业办理相关
业务。 本报记者 张茂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创业投资活力涌动

海口：贴身贴心服务让企业省时省心

海口从3个方向发展总部经济

为企业创造
成长的“沃土”

海南一站到家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士波
最近计划扩大产业规模，
通过建设小菜果蔬生鲜
生态链中央平台，有效协
同产业链。可是大量资
金缺口却让他头痛不已，
目前海南还没有满足平
台项目的产业链金融政
策，这让他的设想和规划
停滞不前。

干事的人总是不甘
心就此止步。刘士波尝
试着求助海口市政府，说
明目前遇到的困难。结
果令他喜出望外：海口市
金融工作办公室马上主
动联系了他，并数次对接
海南银行、担保公司等相
关机构协商，推出产业链
金融创新机制试点方案。

“这在以前是根本不
可能的事情。”在刘士波
看来，近几年，海口的营
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办事流
程简化了，政府职能部门
的服务更贴心了。”

■ 本报记者 郭萃

■ 本报记者 郭萃

“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是吸
引力、集聚力，也是创造力、驱动力，更是竞争力、
生产力。”7月24日，海南国际旅游产业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近年来，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
业创造了成长的‘沃土’，助推企业发展壮大。”

海南国际旅游产业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1年底在海口注册成立，是海口首批被认
定的海南省总部企业。该公司从零起步，如今
累计纳税8800余万元，在为海口发展作出贡献
的同时，自身也实现蝶变。

良好的生态环境、贴心的政府服务、较高的城
市美誉度，都是海口发展总部经济的优势。“总部
企业不仅要引得进，还要留得住，更要发展好。”海
口市商务局负责人介绍，海口针对总部经济出台
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增加了竞争砝码。

2018年6月，海口出台《海口市支持总部经
济发展若干政策》，明确将从3个方向发展总部
经济，一是引进跨国企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等
总部企业在海口落户、集聚和发展；二是鼓励海
口市现有总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三是培育海口
市现有企业发展升级为总部企业。

政策的奖励补贴主要包括落户奖励、办公
用房补贴、经营贡献奖励、人才激励、集聚区奖
励、培育奖励等6个方面。对经认定的总部企
业首次被评为世界企业 500强的，最高给予
2000万元奖励；总部企业购买自用办公用房
的，最高补贴1000万元。

“与其他城市相比，海口市总部经济政策具
有经营贡献奖励更为优惠、办公补贴力度空前、
人才激励更具吸引力、特设集聚区奖励等特
点。”海口市商务局负责人说。

不难看出，海口在推进总部经济发展中，谋
划全局，为企业发展提供着有力支撑。海口市商
务局负责人表示，通过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综合型总部、区域型总部及高成长型总部，为海
口总部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引进总部
企业注册落户发挥了政策引领作用。

同时，海口还成立了总部经济服务管理办
公室，健全总部经济工作机制，建立市促进总部
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总部经济发
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海口，这座日益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城市，已
经吸引了众多企业的目光。截至目前，全市48
家企业申报总部企业认定，经审核，22家被认定
为首批海南省总部企业，其中，综合型（区域型）
总部企业 17 家、高成长型总部企业 5 家。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

推进建设工程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

对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事项度实施全流
程、全覆盖改革

将政府投资建筑类
项目压缩至 75个工作
日，社会投资一般项目
压缩至60个工作日

全面推进
“一窗”受理改革

让数据代百姓跑
腿；压缩时间省时省力；
优化流程一次办全

海口优化营商环境部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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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全流程互联
网“不见面审批”改革

将政务服务板块接
入“椰城市民云”APP
和12345微信公众号，
实现“移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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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度创新，建立
项目集中审批制度

出台《海口市关于
建立政策落实年项目集
中审批日工作方案》，固
定每周召开一次市长专
题会，解决好企业反映
及审批中逾期、退档以
及遇到的难点问题

商事主体登记
实现电子化

海口实施全程电子
化登记,实现企业名称
自主申报

推行创新监管方式

大力推进“双随机
一公开”工作，目前建立
了2660名检查人员名

录库和 188653个抽查
对象

进一步推进协同监
管改革，目前共归集相
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
信息5万余条，行政处

罚1万余条
推行信用监管改革

全面开展
简政放权工作

审批事项由 1019
项缩减为598项，减少

41.3%
在原承诺时限缩减

50%的基础上，再次压缩

审批时限950个工作日

全市进“一窗”
的事项

占比

60.2%

同比增长

42.07%

上半年
全市新登记市场
主体 4031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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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园区极简审批项目

和“五网”项目审批时限
不超过57个工作日

压缩率

18.62%

占比20.1%
同比增长9%

截至目前
“不见面审批”网上
办件1482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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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海口：贴
身贴心服务让企业省
时省心》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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