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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罗
霞）引进外资，对于加快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民盟海南
省委建议，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高利
用外资水平，更好地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

“在建设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海南
吸引外资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国内外
投资者齐齐把目光聚焦海南。”民盟海
南省委提出，当前，海南利用外资总体

规模偏小。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货物
贸易和服务贸易全方位开放的更高层
次，这为海南在服务业领域扩大利用
外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民盟海南省委建议，把营造一流
营商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列入各
级党委、政府和各园区工作的重中之
重。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
投资法》，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内外资平等同权

的投资促进体制机制，加大对外商投
资的保护，不断优化外商投资服务体
系，持续推进外商投资便利化、自由
化。围绕企业需求在“减”字上下功
夫，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建立跨部门
协同办理机制，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
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
率。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推进外资
企业扩大投资，以商引商。用好各种
渠道、各类资源，大力推介海南自贸

港营商环境。
“要建设与国际接轨的载体，营

造对外商有吸引力的国际化氛围。”
民盟海南省委提出，着力增加营商环
境的国际要素，推动相关硬件和软件
与国际接轨。比如建设具有国际化
标准的甲级写字楼、公寓以及学校、
医院等配套设施；设立涉外服务超
市、涉外图书阅览室、涉外调解工作
室、世界商人之家活动中心等；全面

规范公共场所英文标识；培养双语家
政服务员等。

此外，要加强营商环境立法，为持
续增强营商环境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建立有效的外
商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外商维权服务
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公众监督
的方式，切实保障外商投诉渠道畅通，
且保证每有投诉必有专人跟踪直至问
题解决。

民盟海南省委就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建议：

优化服务体系 推进外商投资便利化自由化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罗霞）“一年多
来，海南营商环境大为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省政协委员魏和金提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

魏和金认为，海南企业的政策获得感有待提
高，企业对部分政策知晓率不高，投资项目的中介
服务有待规范；融资保障体系有待健全，融资渠道
较为单一，基本为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

在政策落实机制建设方面，魏和金建议健全
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充分了解和听取
企业家实际需求，让涉企政策更接地气。推动中
央、省级等各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高效落
地，权威公布涉企政策清单，拓宽宣传申报渠道，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知晓度。精简政策兑现环节，
加强政策执行跟踪，提高政策兑现效率。加快政
策兑现速度，充分发挥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激励作
用，让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

在强化政府服务方面，魏和金提出，每月设立
“领导服务企业日”，集中快捷解决企业遇到的难
题。优化对企业的检查考核办法，加大工商联或
第三方机构参与的力度，提高透明度和精准度。
改良政府对干部考核标准，以带动、扶持企业作为
重要指标。

魏和金建议，加大纾困帮扶力度。加强“银商
合作”搭建银企对接平台，逐步提高信用贷款比例，
扩大贷款抵押物范围。推进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创
新型、成长型企业倾斜，量身打造小微企业融资信贷
服务产品，推进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应急转贷”
创新。

“要加强要素保障。”魏和金说，要加强谋划布
局，根据各地区主导产业发展基础，加快小微企业
园建设，同时充分发挥我省各主要园区的带头示
范作用。通过改造提升标准厂房、闲置厂房、盘活
利用存量土地，为小微企业发展腾出空间。充分
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快形成一
个行业对应一个协会、商会模式，制定行业协会扶
持政策，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行业协会开展行
业管理职能予以相应支持，促使行业协会工作人
员的职业化。

魏和金委员就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建议：

健全企业家参与机制
让涉企政策更接地气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记者王
玉洁 实习生吴宇斐）海南实施商事登
记“全省通办”，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3个工作日，新增市场主体24.44万
户，进出口通关时间均压缩一半以上
时间……1月16日，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时，省人大代表、三卿火山文化生态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春雷认为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海南营商环境
的优化和改善。

说到优化营商环境，各类园区是
重要环节。这是各个线上政务服务平
台、各项审批制度政策落地的地方。
谭春雷认为海南在统筹推动各大园区
建设时，可做到统一规划，推行“一张
蓝图绘到底”，从企业落地政策、税收

标准、人才配套服务、环保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按标准制定
相应企业落地的政策，由此形成集群
效应和完整的产业链条，解决单一企
业审批难的问题，推动招商引资，为企
业盈利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以海南工业园区的建设发展为
例，鉴于工业园区对交通、码头、深水

港等配套设施的要求，谭春雷建议把
全岛工业园区规划进洋浦经济开发
区，进而降低运费及转运成本，借由洋
浦直接与国际各大港口接轨，助推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此外，儋州白马井镇可作
为工业园区的后勤保障基地，用好周
边学校、医院、超市、农贸市场、住宅区

及市政相配套设施，为工业园区提供
全方位的后勤保障服务。

谭春雷说，海南政策实施的出发
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各类市场
主体服务，但随着营商环境涉及的领
域越来越专业、复杂，政务服务窗口人
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态度也需要进一
步提升，真正做到“企业有事政府跑”。

谭春雷代表就加强招商引资建议：

把各大园区纳入“一张蓝图”统一管理多个环节

■ 本报记者罗霞
王玉洁王培琳计思佳

杜绝“新官不理旧
账”、推行政务服务“好
差评”、在具备条件的
园区实行企业联络员
制度、“一枚印章管审
批”……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关于营商环
境建设方面的一条条
亮眼的措施，赢得了代
表委员们的热烈掌声。

优化营商环境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重要任务。围绕“建
设一流营商环境”，出
席省两会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列席人
员纷纷畅所欲言，谈感
受、出实招。

代表委员围绕提升服务企业水平谈感受出实招

以一流营商环境构筑核心竞争力

“发布并实施优化营商环境年
度行动计划，以实际获得感为导向，
服务绩效由企业来评判、用国际标
准来衡量。”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
话，给省政协委员、省共享对外经济
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孙积英留下了
深刻印象。

“去年以来，海南在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
效。2020年将推出众多实实在在的
措施，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一大重
要利好。”孙积英说，海南营商环境建

设需要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并在此基
础上打造自身特色，按照这一思路打
造的营商环境令人期待。

“2019年，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
从引进到正式落地三亚，只花了一个
多月的时间。凭借以往的经验，一般
像跨省律所的引进和落地，时间最长
的要花半年左右。”列席省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的深圳华商律师事务所海南区
负责人刘道俊说，如此快速得益于海
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人力、物力成本。

在刘道俊看来，打造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首先要确保营商环境的法治
化。自贸港是当今世界上最开放的形
态，海南建设自贸港，要不断吸引具有
国际视野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界人士
参与海南法治建设。“为吸引更多优秀
律所和律师到海南发展，可以简化审
批手续，给予律所更优惠的税收服务，
给予律师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性服
务。”

省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
行政总裁朱鼎健明显感受到海南营商

环境的改善。“比如减税降费力度很
大，为企业明显减负；企业少花时间跑
审批，从而有更多时间跑市场。”朱鼎
健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年度行动计划，以企业的实
际获得感为导向，做到“企业有事政府
跑”，切实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等，这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打造良
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和魄力。

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议海南从政务
服务、金融、法治等多个方面打出“组
合拳”，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如何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在海南，通过推进制度
创新、多举优化营商环境，一些领域已
尝到了发展甜头。

“海南借鉴国际律师管理先进经
验，及时修订出台了《海南经济特区
律师条例》，在对外开放、律所设立门
槛等方面进行了十大创新。目前，澳
大利亚一家律师事务所已在海口设
立代表机构，香港萧一峰律所和广东
华商律所已在我省设立合伙联营所，
同时还有几家香港和澳门律所提交

了合伙联营申请材料。”省人大代表、
省律师协会会长张晓辉表示，得益于
制度创新，海南律师行业开放达到了
新高度。

张晓辉建议，海南应该建设对
标国际性的审判法庭，推进知识产
权、旅游消费、生态保护、海事海商、
金融与破产等专业法庭建设，组建
专家智库，提升案件办理专业化水
平。完善诉讼监督机制，加快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

在政务服务方面，省政协委员、澳

门海南同乡总会理事长莫垂道建议，
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提升政府执行力，
优化政务服务。“海南可以打造‘零跑
动+即刻办’政务服务模式、‘交地即
开工’项目审批新模式。”莫垂道提出，
推行全流程网上办理方式，优化线下
窗口办事体验；推出快速退税服务，优
化退税业务流程，将监管重心从“事前
审批”转向“后续监管”。推出跨境电
商便利化通关措施，从大型跨国企业
全球分拨业务需求出发，对标国际先
进贸易监管理念，通过简化申报、智能

验放，提高货物进出区效率，满足企业
进出口货物集拼、转口贸易、国际中转
等各类需求。

针对人才瓶颈问题，致公党海南
省委提出加大引才力度，打造“人才特
区”。精准招揽人才，加大税收优惠力
度，提供国际化配套服务，构建与国际
接轨的人才体制机制；促进人才合理
布局，围绕重点产业引才育才，完善城
市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人
才对口支援扶持力度，扩大用人单位
自主权。

在省人大代表、三卿火山文化生态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春雷看来，
海南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为了让各类
市场主体更具活力。随着营商环境涉
及的领域越来越专业、复杂，需要相关
人员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结合园区发展，谭春雷认为海南
在统筹推动各大园区建设时，要做到
统一规划，从企业落地政策、税收标

准、人才配套服务、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按标准制定相
应企业落地的政策，形成集群效应，推
动招商引资。

“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存
在。”省政协委员、琼海海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丽建议，从建立
民营企业信用征信担保制度、延长银
行贷款还贷周期、切实降低民营中小

企业融资成本等方面着手，增加民营
企业融资便捷度，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减税降费可以减轻企业负担，为
企业发展腾出空间。民建海南省委建
议，海南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农产品核
定扣除试点范围、调整城镇土地使用
税税额。同时，进一步简化延期缴纳
税款审批制度，尽可能地为困难企业
延期缴纳税款提供方便，帮助企业缓

解现金流压力，激发企业的发展活
力。充分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打造智能化办税服务，构建更
加高效、更加便捷的办税服务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各界共同努
力，企业也要加强学习，建立自身的诚
信体系机制，推动营商环境建设。”省
政协委员、广粤锦泰集团董事长张阳
说。 （本报海口1月1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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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
（2019－2020年）》印发
从11个方面提出29条改革举措

实施商事登记“全省通办”
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3个工作日

新增市场主体 24.44 万户，增长

70.8%

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出台我省产业准入禁止限制目录

进口、出口通关时间均压缩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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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最高水平，打造自身特色

加强制度创新，优化政务服务

采取多种举措，降低企业成本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
功能全部落地运用
并纳入离岛免税等特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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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务服务中心实行综合窗口受理改革，如
今企业、群众只要到一个窗口，就能办理多个事
项，解决了来回跑的问题。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聚焦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