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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端菜”转为
企业“点菜”、政府“做菜”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傅人意

集成窗口、专人服务、清单制……
在广州，每到一处采访，这些词汇都能
多次听到。记者深刻地感受到：政府
总是根据企业所需，不断优化服务，政
务 服 务 模 式 也 不 是 传 统 的 政 府“ 端
菜”，而是企业“点菜”，政府“做菜”。

9 月 7 日上午，在广州南沙区政务
服务中心，基于 8 月底刚推出的“5G+
无柜台首席服务”，前来办事的人员
可以跟专门的政务服务人员，坐在圆
桌一对一洽谈，服务专员笑容可亲、
专业能力过硬，还可以在企业需要的
时候提供上门服务。企业来办事好像
进入了银行大厅，自己仿若银行的 VIP
客户。

办事前，经政府职能部门认定，各
种事项均清单化，办事人员按清单准备
材料即可。集成窗口服务，可以让企业
办事人员全程对接一个工作人员，也避
免了专业窗口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这种

“木桶效应”导致办事人员感受到的服
务质量也参差不齐。

集成窗口方便了办事人员，但同时
也对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南沙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黄
东莹说，政务中心每周都会对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大家对不同部门的不同政策
都烂熟于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策兑现集
成服务，可以让政府出台的各种惠民
政策，快速抵达受惠人群，让企业、百
姓获得感来得更便捷。

目前，海南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
针对相关领域以及高层次人才等，出
台不少优惠政策，政策优惠是否能彻
底兑现，企业和百姓可直观感受到，
这也是营商环境是否一流的最直观
体现。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王培琳 实习生 杨韫颖

一张圆桌，一杯清茶，一次次获得感满满的VIP服务。9月7日，在广州创
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广州南沙区政务服务中心首席服务专员黄东莹主动
上门服务企业，一旁的广州湾区满谦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人陈昶之连连赞叹：“上
周我用一杯茶的工夫，就拿到了电子产品进出口服务证，现在又有专人服务，在
这里创业很有归属感！”

这是8月底广州市南沙区在全国首创的“5G+无柜台”开放式首席服务，其打
破传统窗口服务模式，实现“见一个人、交一份表、喝一杯茶、领一套证”创新服务。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广州这座千年商
都，近年来通过不断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以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导
向，以打造“数字政府”优化软服务，以制度创新激活新业态，以营造“强磁场”招
才引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因子。

广州南沙自贸区：

“串联”+“并联”
统筹推进制度集成创新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傅人意

便捷！高效！香港青年陈昶之越来越
喜欢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
新区片区的创业环境。自 2015 年建设起
步，广州南沙自贸区就肩负全国体制机制创
新先行探路的使命，而对企业而言，创新带
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办事更便捷、业务发
展更顺畅。

陈昶之今年又在南沙新开设一家教育
类公司，注册时无需像之前一样走核名流
程，在微信小程序上很快就完成了所有的注
册程序。陈昶之体验到的便是“无证明自贸
区”创新的便利。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总面积60平方公里，
对标世界版图，其小之又小，创新成果却辐
射全国，截至目前，南沙创新成果已有43项
被全国复制。

“串联”+“并联”
做好集成创新顶层设计

创新改革不断深化，如何把碎片化创新
整合起来，打造便于自贸区企业发展的集成
创新机制？南沙自贸区给出了答案。

全国首推的“无证明自贸区”，是南沙
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果之一，也是政府职能
部门打通内外通道，“串联”+“并联”统筹
推进的创新成果。

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寇
亚林表示，南沙围绕解决烦扰企业和群众的
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问题，利用

“大数据+AI”、区块链科技手段，通过直接
取消、数据查询、部门核验、告知承诺四种方
式分类实施改革，充分利用数据共享平台和
部门协同作用，实现“无证明办理”，而不再
需申请人自行提供。这项改革彻底将从前
需要申请人通过各种途径出具证明的成本
和办事流程，转变为政府的工作成本和内部
程序。

据了解，2019年3月，南沙正式挂牌成立
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创新工作局，
负责建立健全南沙创新工作体系和业务体
系，统筹推动各领域制度创新。

南沙区创新工作局副局长徐于棋介绍，
为了更加规范系统性创新，2019年4月，南沙
发布国内首个自贸区制度创新地方规范性文
件。2020年4月又发布国内首个突破性改革
创新程序规定，搭建起以促进创新、协同创
新、集成创新为重点的常态化运行机制。

政策+实践
做好创新改革试验田

平均每2.8天推出一项创新成果。
作为创新改革的前沿阵地。截至目前，

南沙自贸区已经有678项制度创新成果，其
中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有43项，全省范
围内复制推广的有 112 项，全市复制的有
202项。

办理全国首例中资银行境外分行跨境
抵押登记、颁发全国首份商事登记确认制线
下营业执照、搭建全国首个常态化粤港澳规
则对接平台，与港澳合作机制和合作模式不
断升级……多个全国首个创新成果的推出
让南沙充满朝气。

徐于棋表示，目前，南沙制度集成创新主
要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深化粤港澳合
作等方面，目前已经建立以推动规则相互衔
接为重点的对外交流合作新格局。率先实现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落户粤港澳院士专家
创新创业联盟和广州首家粤港澳联营律师事
务所。出台港澳专业人才资格认可十项措施
和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实施办法。

南风吹又满，珠江水流长。依托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大背景，南沙每天都以全新的面
貌欢迎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掘金”者。

（本报广州9月9日电）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傅人意

9月7日中午，广州南沙区卓志全球优品分
拨中心一片忙碌，仓储人员打单、包装、发货，动
作娴熟、运行流畅。在消费者终端打包台上，一
单价值1465元的来源美国的某品牌营养产品，
即将被分拨到上海消费者手中，基于商品上加载
的全球溯源系统二维码，消费者收到商品时，可
便捷查知该商品从生产、物流、通关直至到自己
手中的全线路流程。

全球优品分拨中心除了提供商品的智能通
关、物流分拨等服务，还基于大数据、物联网、
AI、5G等技术，提供运营决策、供需匹配、国际
贸易、全球溯源、供应链金融、国际履约管理等解
决方案，让跨境贸易更便利。这全套的运营流程
也是南沙“三个全球”创新项目的实景演练。

据南沙区口岸办副主任吕良伟介绍，南沙自

贸区在跨境贸易方面，已经创新推出“三个全球”
创新项目，积极打造国际贸易数字化综合服务平
台。通过有机融合运用全球溯源中心、全球优品
分拨中心、全球报关服务系统三大创新项目，探
索构建贸易工具、规则、场景三位一体的集成改
革创新，推动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以业务创新推
动制度创新。

南沙通过综合运用“先进区后报关”“货物按
状态分类监管”等创新政策支持国际分拨中心发
展，满足了跨国企业产品在中国和亚太区域的物
流仓储一体化运营，目前已经吸引了美赞臣、雀
巢、宝洁、达能、李氏大药房等企业纷纷入驻。目
前，南沙全球优品分拨中心、大湾区美酒美食分
拨中心、生物医药分拨中心等一批产业项目规模
不断扩大，物流集聚效应逐渐增强。其中以南沙
全球优品分拨中心已累计实现进出口货值200
多亿元。

卓志集团跨境供应链总裁李岩认为，目前卓
志已经充分享受到全球分拨、全球溯源和全球报
关服务创新项目带来的便利，目前与卓志合作的
电商平台已有200多家，并且通过“三个全球”打
造的金融场景，也便于平台内的企业从金融机构
获得融资便利。

据介绍，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南沙口岸应用
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持续提升口岸的通关时
效，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应用，实现
货物、运输工具和舱单申报上线率均达100%。
南沙海关首创“互联网+易通关”，打造“智慧海
关”样板间。南沙边检站实现口岸出入境100%
的无纸化申报率，对邮轮出入境实行“扫码通
关”；南沙海事处实施并推广“智慧海事2.0”建
设，实现“执法不登轮、检查不见面、船舶不抛锚、
核查不停航、效果更精准”。

（本报广州9月9日电）

广州通过“数字政府”优化软服务，
制度创新激活新业态，营造“强磁场”招才引智

无柜台 一杯茶 事办好

广州南沙擦亮“三个全球”金字招牌促进贸易便利化

全球货 全球分 全球送

“数字政府”
全生命周期服务
让企业加速跑

居家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而开办企业，涉及注册、电力、纳税等程
序，事情更复杂。自2018年以来，广州在实
施营商环境1.0、2.0改革的基础上，今年1
月印发《广州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意味着营商环境3.0
改革启动，尤其在政务软服务上不断优化，
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

9月6日，海南日报采访组走进广州市
政务服务中心，发现各个服务窗口并未出现
市民排队办理业务的现象。

“很多人利用上班坐地铁或其他空闲时
间就在网上把事情办完了，和网购一样方
便。”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苏勇表示，
广州打造“一网通办、全市通办”的“穗好办”
政务服务，全面发展“区块链+政务服务”，
建立全流程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服务企业
全生命周期，办事效率越来越快。

简化流程，给企业提供快速跑道。开办
企业，原来申请人需分别到多个部门填报
22张申请表共469项信息，如今实现申请
人只需登录一个平台、进行一次认证、一表
填报55项信息，即可一步办结，开办企业全
程“最多跑一次”。

提高效率，为企业加速跑注入新动能。
去年，广州大力发展“夜间经济”，不少企业
用电需求随之增长。城市“电管家”广州供
电局配网工程项目经理林奕波的感受最深：

“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开设了企业代办窗
口，只需出具委托函，一些简单事项政府部
门可以代理。尤其是原本安装电网需要跑
多部门且审批时间长，如今只需网上提交材
料，由不同部门从原来的串联审批改为并联
审批，大大提高效率。”

贴心服务，帮企业跑在前头。苏勇介
绍，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力推行工程建
设项目“全程免费代办”服务，为项目从代
码申请、立项到竣工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
全流程提供贴心服务。今年以来截至8月
21日，广州市级代办服务队伍已为阿里巴
巴、腾讯等597家企业提供2622次免费代
办服务。

这背后是广州各部门执政思维的转变：
通过打造“数字政府”，以企业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为导向，由以往的政府端菜，转变为企
业点单。

广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广州已围绕企业开办、建筑许可、纳税、
信用建设等重点领域出台190份政策文件，
着力提效降费优服务，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渡
难关，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全市经
济高质量发展。

营造“强磁场”
306家世界500强企业

来穗投资

环境优则众商聚，众商聚则英才集。健
身房、共享餐厅、烘焙房、无人超市……走进
广州创汇谷粤港澳青年文创社区人才公寓，
时尚的装修风格、完善的设备设施让人有家
的温暖。

“在这里创业，办公租金全免，有人才公
寓居住，每月还能申请租房交通补贴。”香港
青年陈昶之说，“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近年
来南沙区引进一批优质医疗和教育资源，让
我和家人也没有后顾之忧。”

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广州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草案）》新增“对于市、区人民政府
认定的各类高层次人才提供引进落户、人才
绿卡、住房及医疗保障、配偶就业、子女入学
等一站化窗口服务”的新要求。同时，拟将
广交会、秋交会开幕日作为“广州营商环境
日”，长三角、珠三角人才入户积分将在广州
获认可，惠企政策推行“免申即享”……

一系列的硬核招商引才举措让改革提
速，而如何让政策真正兑现，也是广州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在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广州文华东
方酒店财务部薪职主管李燕娟正在“政策兑现
综合办理”窗口办理业务，她说：“非常方便，8
月中旬，我刚为公司3位境外人才办理粤港澳
大湾区人才个税补贴，提前来电向窗口咨询，
按照清单准备好材料，来到政务中心就能快速
办结，不用以前那样来回跑多个部门！”

广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审批协调
处副处长蒲智表示，政策兑现窗口主要办理
使用财政资金，对企业、个人以及相关组织
进行补助、补贴及奖励的基本业务。通过政
策兑现集成服务，实现一张清单告知、一张
表单申报、一个标准受理，避免政策兑现效
果打折扣。

当下，广州已吸引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兴业，306家世界500强
企业在广州投资发展。广东正打造一流营
商环境金字招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广州9月9日电）

制度创新
投资贸易便利化
催生新业态

摊开广东地图，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
中心的便是广州南沙自贸试验区。海南日
报采访组驱车行驶在这片热土上，感受到南
沙港航班穿梭繁忙、现代农业项目建设提
速、跨境电商等一批新业态发展欣欣向荣。

9月8日，在位于广州南沙区的卓志全
球优品国际分拨中心分拣车间，工人们手持
数码终端设备对一批戴森吸尘器进行打包，
它们将分发到国内各地通过天猫商城网购
的消费者手上。同时，通过手机轻扫包装上
的二维码，还可以对吸尘器产地进行溯源。

“目前我们已经对接200多个电商平台，
包括美赞臣、雀巢等世界500强企业均进驻分
拨中心。”卓志集团跨境供应链总裁李岩表示，
全球优品国际分拨中心通过打造数字化服务
贸易平台，实现服务商聚集的可视化、集约化。

这也是南沙区政府通过有机融合运用全
球溯源中心、全球优品分拨中心、全球报关服务
系统三大创新项目，探索构建工具、规则、场景
三位一体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一个缩影。

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创新工作局副局长
徐于棋表示，自贸区成立5年来，南沙自贸
片区共43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推广。

比如，南沙自贸片区大力推进打造“无
证明自贸区”改革工作，已取消一批证明事
项，涉及12个部门82项材料；“线上海关”
样板间大显身手，2019年12月南沙口岸进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较2018年12月压
缩30.57%、28.65%；率先全面推行电子发票
和区块链电子发票，实现出口退税3日内办
结，增值税一般退税1天办结；全国率先全
面推行“交地即开工”……

制度创新激活创新创业，催生了一批外
贸新业态。今年前7月，广州市南沙区跨境
电商进出口114.2亿元，同比增长54.7%；充
分利用保税港区及自贸区的创新政策，发展
汽车平行进口保税展示业务，成为全国第二
大汽车平行进口口岸；创新发展进口国际分
拨业务，其中卓志全球优品分拨中心等产业
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物流集聚效应增强……

位于广州南沙区的卓志全球优品国际分
拨中心分拣车间。在这里，货物将被分发到国
内各地通过天猫商城网购的消费者手上。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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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窗口。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