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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前沿 深度剖析自贸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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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企业开办最多跑一次，办
理全流程业务最快2个工作日内即
可办结。

全！使用一个账号，可以在线
办理179项业务，覆盖投资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流程业务。

……
最近，不少投资者成为海南国

际投资“单一窗口”的“粉丝”。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是全

国首家聚焦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系统
集成创新的投资全流程“套餐式”服
务平台，于去年4月试运行、今年8
月13日正式上线。在正式上线约
半个月的时间里，来自40个国家的
投资者访问过该平台，一批投资相
关业务可以在线办理，初步显现出
平台服务的活力。

一个窗口，一个账号，一站办
结。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海南，创
新设立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将涉
及投资相关的业务审批系统整合到
一个窗口，正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
“一站式”的全流程、最优质的服务，
全面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

全面优化
打出营商环境建设“组合拳”

C

B
为什么要建设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如何打通堵点创新设立？
海南海宸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顾

问陈怡漫在服务客户中，深切体会到设立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的必要性和创
新性。

陈怡漫所在的海南海宸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和岛外关联企业，每年会为外国投
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和登记注册等服务，平
时碰到的问题不少。

“从全国的情况看，以往外国投资者
投资，需要在市场监管、税务、外汇等不同
主管部门间来回奔波，申报手续烦琐，相
关部门业务咨询、办理服务分散化，办理
效率低。”陈怡漫说，不同审批系统用户信
息不互通、信息重复验证、资料重复提交、
办理流程不清晰等，是众多企业尤其是外
资企业设立和投资过程中常见的“烦心
事”。“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的设立，
将这些问题解决了。”

在投资服务中，海南海宸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通过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已
先后帮助20余位外国客户快速办理了注
册登记等业务，涉及英国、美国、意大利、
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国家和地区。

“企业名称核准实现‘秒核’，注册外
资企业非常快，申报投资项目等也非常方
便快捷，这个窗口非常好用。”陈怡漫对

“单一窗口”赞不绝口。
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痛点、难点、堵

点问题，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通过
创新举措，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全流
程、最优质的服务，全面提高投资便利化
水平，优化海南营商环境，正是海南国际
投资“单一窗口”努力的方向。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以及省委书记刘赐贵在
2018年全省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省商务厅和省大数据管理局牵头，
会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政务服务中
心等部门，基于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统一的全省跨部门信
息共享互认机制，聚焦投资便
利化系统集成创新，将涉及投
资相关的业务审批系统整合
到一个窗口，创新设立海南

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在国内首次

整合投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服务，
打造投资领域全流程“套餐式”政务服务和
投资者置业的“管家式”生活服务；整合了
招商、市场监管、发改等13个部门20个政
务系统，包括海南e登记、海南省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等平台；通过梳理合并
公司开办、外汇登记、银行预约开户和投资
审批等业务办理事项，实现外资开办公司
最多跑一次，全流程缩减了55%的表单材
料提交；通过政务图谱对流程关系分析再
造，剔除重复部分，全流程缩减70%的审批
时限和环节……一系列举措，使投资者在
开办企业、投资等环节更方便更快捷。

8月，海南海铭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等一批企业进入海南e登记等平台，实
现了企业注册登记“秒批”，并快速办理了
其他相关业务。“海南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我们投资更有信心。”海南海铭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给海南点赞道。

此外，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在国
内首次建立了“一账通”服务体系，实现投
资相关业务审批平台服务的统一入口和
统一身份认证及数据复用，平台业务办理
内容涵盖投资全链条。“‘一账通’，即通过
一套账号和密码，即可在线办理企业设
立、银行预约开户、外汇登记、投资项目核
准备案等投资相关业务。”该负责人说。

“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是海南主动适
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实行以过程
监管为重点的投资便利制度的创新举措，
是海南营商环境制度集成创新的重要一
环，对于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海南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夏锋分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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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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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破题 聚焦投资便利化系统集成创新

一个窗口
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8月13日至8月28日

访客数超过2.2万人次

涉及40个国家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自去年4月13日上线试运行以来

截至今年8月30日

已有977家外资企业通过“单一窗口”系统

线上办理了1996件投资相关业务

其中
在今年8月13日正式上线后

有176家外资企业通过

“单一窗口”办理投资相关业务

25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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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能够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
减少外资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时
间成本。图为企业代表(右)在办
理业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最近，一名俄罗斯投资者委托朋
友蔡丽娟，在海口注册成立了外资企
业海口快马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网上
注册很方便，也很快，不过因为语言障
碍，俄罗斯朋友让我帮忙办理企业登
记注册。”蔡丽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后，很多外国投资者有意参与海南自
贸港建设。“希望海南国际投资‘单一
窗口’等平台尽快丰富多种语言服务，
方便投资者投资海南自贸港。”

“海南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升级
‘单一窗口’功能，扩大语言服务建
设，支持外语用户操作所有事项和流
程。”吴飚表示，在服务内容方面，将
新增联合服务事项，如水电网气报
装、不动产登记、企业年度核验、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房地产估价机构备
案、职业资格认证等。

数据赋能投资服务，是海南国际
投资“单一窗口”的亮点。除提供“一站
式”投资服务外，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
口”还实现了投资全流程的监管跟踪。
一方面通过对投资全流程一站式整合
和数据信息共享，海南国际投资“单一
窗口”可对公司开办、变更及注销事项
审批等进程进行全程跟踪，企业可在
办理过程中实时了解办件进程，提高
了执法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大
数据分析展示平台，实现了投资相关数
据的可视化交互展示，定期统计和实时
优化相关指标数据，为投资管理部门

“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提供
支撑，实现投资事项全流程跟踪。

“我们已经汇聚了1900多万条数
据，未来可以更好地为投资促进和改
善营商环境提供数据支撑。”省大数据
管理局副局长孙少科介绍，在海南国
际投资“单一窗口”建设中，已尝试将
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应用其中，赋能
投资、监管、信用建设等方面。

夏锋预计，随着海南国际投资“单
一窗口”功能的不断完善、升级，海南
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外资企业进入
海南的数量和质量会大幅提升。结合
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他建议
尽快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强
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完善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吸引国际企业将
总部落户海南。

在省政务服务中心，一进门便可
以看到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咨询
服务区，这里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线下
投资咨询服务，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
等单位正全力做好“一站式”投资服务
工作，为投资者奔跑。线上、线下齐发
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正在海南
逐步构建、不断优化，期待着更多投资
者前来共享自贸港投资机遇。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矗立于海口大英山CBD核心区
的全球贸易之窗大厦，不断有人进进
出出，有入驻人员，也有不少前来考
察的投资者。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国外投资者
加速投资海南，选择在该大厦落地的
企业也快速增多。

一个月前，海南立梵巡途娱乐传
媒有限公司在海口注册成立并入驻
全球贸易之窗。这家由马来西亚投
资者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正在着手
引进一批文化演出项目到海南。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冬兰向海南日报
记者介绍了公司利用海南自贸港政
策谋求发展的计划和诉求，还特意提
到了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这个‘单一窗口’很好用，办事
方便而且速度快。”曾冬兰感慨道，依
托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等便捷
办事通道，该公司不到三天就完成了
登记注册等事项。

“来自美国等地的一些客户也反
映，这个窗口的体验感非常好。”全球
贸易之窗高级运营经理陈利说，“我
们正在积极向投资者推荐使用这个
窗口，让更多投资者享受到便利的投
资服务。”

陈利为了更好地向客户推介海
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最近一直在
研究这一窗口，她发现了很多亮点。

“只用登录网页就可以办好企业
注册需要办的所有手续，企业开办外
加银行预约开户和外汇登记业务，最
快2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可以查询
海南各市县的投资资源分布情况；可
以在线咨询；可以办理创办企业、申
报投资项目这样的‘公事’，也可以办
理子女就学、购房、购车等这样的‘私
事’。”陈利一口气说了不少。

海南日报记者在电脑上登录海招
网进入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发现，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包含咨询
服务、企业开办、项目建设、配套服务
4大模块，每个模块细分了多个业务。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实现
了企业设立登记、变更、注销、社保登
记、税务发票申领、公积金登记等企
业开办业务的一窗式受理，以及项目
建设、银行预约开户、外汇登记等179
项投资延伸服务，覆盖投资事前、事
中、事后的全流程业务。”省商务厅流
通处负责人吴飚介绍，用户只需注册
一个账号，就可以通过海招网、海南
政务服务网、码上办事APP及支付宝
小程序、海招网小程序5个入口进入
海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

一站式、套餐式、管家式服务，
有效便利了投资，很快受到了投资
者欢迎。

省商务厅统计，海南国际投资
“单一窗口”自去年4月13日上线试
运行以来，截至今年8月30日，已有
977家外资企业通过海南国际投资

“单一窗口”系统线上办理了 1996
件投资相关业务。其中，在今年 8
月 13日正式上线后，有176家外资
企业办理投资相关的业务 256 件，
涉及名称自主申报、设立登记、简易
注销等业务。

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海
南国际投资“单一窗口”访客量快速
增加。8月13日至8月28日，访客数
超过2.2万人次，涉及中国、美国、韩
国、泰国、新加坡等40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