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2021年11月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奕霖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苏建强A10

■■■■■ ■■■■■ ■■■■■

以“制度建设年”行动为抓手，三亚下大
决心、花大力气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在积极探路谋取明显成效的
同时，也在紧锣密鼓地谋划如何可持续地用
好制度这把金钥匙。

“城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
升，涉及问题非常广泛，最重要的就是制度
建设本身。三亚在推动制度建设、聚焦制度
建设本身就是抓住了牛鼻子。权责清单、极
简审批、刀刃向内等探索，工作全面系统又
非常深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
研究部原部长、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研
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建议，下一阶段的“制
度建设年”活动，三亚可以目标导向积累经
验，围绕着中心问题去解决城市在先行先试
工作过程中存在制度建设方面的障碍；更加
紧密地结合营商环境的建设，以企业和消费
者的感受来推动改革；实现与国家重大战略
紧密结合，按照国家重大战略的要求来制定
相应的时间表、路线图，发挥三亚独特优势和
独特作用，同时还需要眼力向外，着眼国际环

境的变化，结合中国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不
断推出的一些新举措和新战略，不断调整制
度建设的内容。

对标国际优化营商环境，中国社会科学
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
会副会长陈耀认为，三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
建设既要服务市场主体，又要服务群众百
姓，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优化营商环境，在
国际化营商环境制度建设方面超前规划，打
造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久久为功，继续深化“制度建设年”行
动，成为多方共识。

“现阶段行政治理是关键，但也要协同
关注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亚可尝试深化
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年行动，把制度建设的
各种设想设计更好地落实到精细化管理当
中，使城市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都提高到一
个新的阶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
究员、原决策咨询部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
革研究会执行局副主席慕海平说。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研究员朱

华友建议，三亚可在“制度建设年”的基础
上，继续探索“制度集成大行动”，加快三亚
规则、制度、管理目标的集成，集成的文件或
者政策力争做到“案例好”“可操作”“可落
地”。

三亚市有关负责人透露，根据“制度建
设年”行动工作安排，今年年底三亚将组织
开展“制度建设年”行动成效总结评估工作，
依托第三方专家团队力量，对“制度建设年”
行动进行全方位“体检”，重点围绕《三亚市

“制度建设年”行动方案》各阶段目标任务，
科学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准确客观评价“制
度建设年”行动取得的成效，及时总结好经
验好做法，精准定位短板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方案，形成一份全面、专业、可靠的
综合性评估报告。对评估报告提炼的好经
验好做法，要进一步建机制、扬优势，不断放
大制度效应；对评估报告指出的短板弱项，
要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行动走深走
实，真正达到以总结评估促整改、促优化、促
提升的目的。 （撰文/肖皇）

三亚召开“制度建设年”行动专家咨询会，集智聚力扎实推进制度建设

用好制度“金钥匙”解决发展新难题
11 月 2日上午，三亚召开

“制度建设年”行动专家咨询会，
以“线上+线下”的方式，邀请来
自国内经济、行政等领域的专家
及省直各部门有关负责人，围绕
“三亚的自我革新：直面城市治
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
的制度实践”主题，以及“以明晰
权责清单为重点实现制度集成
创新的重要突破”等9项分议题
进行分享讨论，提出睿智之言、
务实之策，推动“制度建设年”行
动走深走实，为三亚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
新标杆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这场“思想盛宴”是三亚扎
实推进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
从今年4月开始，三亚主动开展
自我革新，以“制度建设年”活动
为抓手，联动“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作风整顿建设年等活
动，打破常规和思维定式，加强
体制机制创新，努力争取后发赶
超，取得一定成效。为何三亚要
举全市之力做好制度这篇文
章？如何答好题？又将在哪些
方面用好制度“金钥匙”呢？把
握着“制度建设年”活动开展的
节奏，三亚在求实求新地开展积
极探索。

市委、市政府的议事规则和具体实施程序
的规范化程度有待提升，部门间职能交叉、推诿
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的行
政决策有时因缺乏规范导致决策有瑕疵……在
三亚工作多年的公务人员，都对这些对行政决
策程序规范化的问题感触较深。

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城市是一
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
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实现科学有
序的城市治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
紧密配合，而制度是其中的关键和根本。面对
存在的问题，三亚如何破题解难？

从今年4月开始，三亚在全市部署开展了为期
一年的“制度建设年”行动，有针对性地补齐各领域
制度短板，及时堵塞制度漏洞，完善廉政风险防控

机制，解决制度缺失、制度漏洞、制度执行不到位等
问题，在全市上下营造崇尚制度、敬畏制度、遵守制
度、维护制度的浓厚氛围。“制度建设年”行动以权
责清单再精修、权责运行再精优、内部管理再精细、
行业规范再精益为重点，划分为确认权责、规范运
行、验收总结、持续优化四个阶段。

“‘制度建设年’行动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
向和工作导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
蹴而就。特别是作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一次独具三亚特色的自我革新，‘制度
建设年’行动在全省尚无先例可循，仍需脚踏实
地、久久为功，持续巩固和拓展‘制度建设年’行
动成效，确保用好制度‘金钥匙’，开难题之锁，
启发展新篇。”三亚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下，“制度建设年”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要求，聚焦工作落实中最突出问
题、最紧迫需求，把握节奏，注重质量，紧盯实效。

历经半年的时间，目前三亚已完成第一阶
段“确认权责”的工作，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
解决“四不”（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
冲突问题；敲定了一批权责清单，理顺厘清职责
关系；推出了一批创新成果，释放体制机制活
力；实践了一批融合机制，协同推进取得实效；
梳理了一批行业底数，提高监管服务能级。

以“钉钉子”的精神，聚焦难点突破，三亚务
实求索取得扎实的工作实效。

清理64项市委党内规范性制度文件、237
项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聚焦当前规范性
文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
问题，三亚清理了一批规范性文件，扎实推动做
好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新一轮的“废、改、立、
释”工作，切实维护制度统一性和权威性；

梳理市级权力清单事项涉及 47 家单位
4804项；责任清单事项涉及99家单位主要职责
1095项、具体工作事项3764项、职责边界事项
288项、事中事后监管制度245项、公共服务事
项268项……聚焦部门职责不明确、边界不清晰
等问题，三亚通过深化、细化权力和责任清单，
理顺厘清职责关系；

市级层面新建或修订制度1630项，其中对
外行权制度311项、内部管理制度1319项，其中
着力探索或为全省首创的机制制度超过70项，

不少领域实现“零”突破……聚焦社会关注、群
众期盼的重点领域问题，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
突出位置，持续释放体制机制活力；

建立“1+3+N”联动协调、“2+1”联动宣传、
“六定”联动督导以及全面深化“4+1”联动措施
等多项机制，倾力打造“三亚市制度共享库”，将
分散的制度数据物理集中和整合管理，打破数
据壁垒……聚焦各专项活动接续开展、人员力
量明显不足矛盾突出等问题，三亚树立“全市一
盘棋”系统思维，积极实践一批融合机制，统筹
多方要素连片整体推进；

发布执行行业监管服务制度107项，拟修订
完善81项制度，梳理协会内部执行制度（含章
程、公约、标准等）102项，建成使用“三亚市社会
组织人才数据库”，录入各类社会组织人才数据
13000个，注册志愿者人数达12.4万人；建成使
用全省首个社会组织信息公示平台，让“山寨”
社团无处遁形……聚焦行业主管责任不明确、
行业协会管理运行不畅等问题，三亚组织各行
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开展自查，压实主体责
任，梳理了一批行业底数，提高监管服务能级。

“三亚市‘制度建设年’行动对所有政府部
门进行全面的体检和自我诊断，全面夯实了三
亚市制度建设的基础，是一次强筋固本的重要
行动；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改
善营商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山大学
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粤港澳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符正平说。

权责清单编制调整、创新执法协同联动
机制、化解不动产登记领域历史遗留问题、
智慧工地建设与监管制度……三亚近日公
布的首批10个“制度建设年”行动代表性实
践案例，引起广泛关注。

聚焦海南自贸港“五自由便利一安全有
序流动”、三亚“一中心、一城、一区、三重点”
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管
理提升三年行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反腐
倡廉建设等重点领域，三亚依托“制度建设
年”活动，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
创新，强化整体设计和系统集成、横向协同
和纵向联动，由“点状突破”到“面上开花”，
以集成创新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系统性、整
体性、全局性的制度成果。

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创新民
生服务保障。在全省最早启动“证缴分离，
分证办理”，破解27个项目因历史遗留问题
造成的办证难题，印发《关于妥善解决我市
房地产领域若干突出历史遗留问题的通
知》，抓实民生实事形成长效机制；构建平价
蔬菜产销联盟，建设“菜篮子”信息化监管系
统，实现数据直采，以“市场化+信息化”手段
引导生产与供应，解决“菜价高”问题；针对
疫情期间退订房难问题，探索形成旅游住宿
业高效无忧退订协调机制，为三亚市旅游业
高口碑、高质量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
障；首次探索建立三亚市特困人员住院照料
护理保险制度，通过“政府+保险+医护机构”
的特困护理服务新模式，在特困人员住院期
间，由政府投保聘请专业的陪护人员，免费
为特困人员提供全天候监护照料，解决特困
人员久病床前无人问的“心寒”困境；全省首
创《三亚市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资金补助
和管理办法（试行）》，合理划分政府、社会、
家庭成本分担比例，逐步提高普惠性托育机
构财政资金补助拨款水平，健全普惠性托育
机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长效机制；组织编制
《三亚停车场条例（草案）》《三亚市中心城区

公共立体停车楼（场）布点规划》，统筹解决
三亚市“停车难”“停车乱”问题。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服务的“三亚
温度”和“三亚速度”持续加码。三亚在全省
率先建成首个市级惠企政策综合服务平台
（一期），以数据共享推进惠企政策兑现“减
环节、减材料、减时间”；探索实行不动产登
记费“零收费”制度，每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
少费用支出近500万元；建立重点跟踪服务
企业经济观察员制度，及时发现、解决企业
生产经营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创新提出全面实施区域评估、推行

“以函代证”和承诺制，加快项目建设；加大
力度推进不动产登记环节全过程“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实现业务受理、材料审核、登
簿领证一小时办结，让不动产登记业务走上

“快速路”；出台《三亚市12345政府服务热
线首接责任制度》，坚决杜绝“推诿扯皮”“踢
皮球”，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积极探索开展

“政采贷”业务，引导各银行机构积极与政府
采购供应商对接融资需求，通过优化办贷流
程逐步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生态环境只能变好，环境保护创新探
索。陆续出台《三亚市扬尘污染防治办法》
《三亚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办法》等，实施三亚
市环境污染“黑名单”、环保信用评价、信息
强制披露等制度，有效推动污染防治工作；
完善出台《三亚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三亚市党政
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试行）》《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办法》等
多项制度，形成分责、定责、追责全过程管理
链条，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发展观、
政绩观；正在研究制定《三亚市落实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销号工作办法》和《三
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约谈办法（试行）》，
实现全面、全程、可追溯的生态整改闭环管
理；制定《三亚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若干规
定》《三亚市国有森林资源托管试行办法》

《三亚市山体保护条例（修正草案）》，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维护好
“绿色资源”，不断改善城乡自然景观和人文
风貌。

聚力城市新发展，持续推动发展变革。
深化旅游市场整治，在全省首推旅游行业发
展会商制度，定期召开行业主体现场观摩
会，建立旅文行业建言献策项目库，形成“两
会一库”机制，首创海鲜餐饮行业、婚纱旅拍
行业高质量服务标准，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
律规范；推进海上旅游项目专项整治“四个
一”，首创《三亚市水上旅游项目促进和管
理办法》、对三亚市海域使用进行详细规划、
建设海上业态数字化监管平台，建立海上旅
游业态内部服务规范，着力破解三亚水上旅
游管理不规范难题，使得监管有据可依，确
保水上旅游市场长远有序健康发展。鼓励
重点园区创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在全省
首创《“智慧工地”建设标准》《关于进一步
优化明确办理规划和施工许可实施意见
（试行）》等制度，实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施工许可一日办结，
32个项目采用了告知承诺制完成办理，大
大减轻业主项目前期负担；中央商务区打
造“一站式”企业服务园区和“商鹿通”服务
品牌，依托商事综合服务体系创新审批服
务，构建“五替两减三提速”园区商事综合
服务体系，实现“拿地即授证”和“拿地即开
工”，完成海南省首宗“带建筑设计方案”“先
租后让”成交土地。

“三亚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制度执行、制
度创新，打牢制度建设的基础，将制度管人
和制度管事相结合，规划先行，固化制度；将
人找政策变为政策找人，让群众能够办事不
求人，办成事不求人；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结果导向，发现创新需求点，让人民群众
有获得感、幸福感。”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
合研究院研究员、丝路研究院（海口）首席专
家、院长张湧认为。

主动自我革新，提升治理能力A

聚焦难点突破，务实探求新成效B

谋划亮点创新，制度建设有实效C

持续久久为功，走深走实抓深化D

十
一
月
二
日
上
午
，三
亚
召
开
﹃
制
度
建
设
年
﹄
行
动
专
家
咨
询
会
。

嘉宾通过线上方式参加三亚“制度建设年”行动专家咨询会。（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