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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我们既然能够提出‘海南自贸港
请您来投诉’，就不怕大家反映问题，
就有决心和能力解决问题！企业不必
有顾虑，凡是遇到与营商环境相关的
问题，都可以通过问题受理平台向我
们反映。”11月18日，在营商环境问
题受理平台新闻发布会上，省政府副
秘书长、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
班办公室主任张相国向前来海南自贸
港投资兴业的企业发出诚挚邀请。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到2025年“营商环境总体达到
国内一流水平”，到2035年“营商环境
更加优化”。今年2月，我省成立了省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包
括56个部门，并由省委组织部从省直
单位、市县和部分企事业单位选调了
111名业务骨干充实到工作专班办公

室。6月30日起，海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专班上线了“营商环境问题受
理平台”。

对市场主体反映的各类营商环境
问题，省委、省政府的态度是“绝不回
避、接诉即办，实事求是面对、依法依
规解决”。

一个案例可见我省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的决心：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曾收到
个别企业反映：农民工工资支付系统
上线后需额外采购设备，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缴存标准过高，工程进度款拨
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比例过
高，增加了企业负担。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通过到
更多企业调研，对标国家政策要求和
兄弟省份经验做法，提出了改进我省
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的建议，形成了
调研报告。

随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总工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
等部门高度重视，研究起草并报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了《贯彻落实〈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的实施意见》，并出
台了10个配套性文件，在减轻企业负
担方面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举措。

比如，取消建设单位存储工资保
证金；取消了存储工资保证金作为办
理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件，允许企业
使用银行保函、工程担保公司保函或
工程保证保险代替现金存储，在保护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有效解决了
企业流动资金占用问题，减轻了企业
负担。

成功给企业“做减法”的背后，源
于我省建立和不断完善优化营商环境
的机制体制。

11月1日开始施行的《海南自由
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六条明

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
设立投诉平台等方式受理市场主体
对营商环境问题的投诉、举报，按照
统一受理、按责转办、限时办结、跟踪
督办的原则，依法依规对投诉、举报
事项进行处理，能够解决的应当即时
处理，暂时不能解决的，应当提出具
体解决方案。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按照条
例规定，建立了“平台统一受理、专人
梳理研判、按责分级核办、限时办结反
馈、定期回访复核、办结归档销号”的
闭环工作流程，着力完善和落实三个
机制：问题发现与受理机制、问题核查
督办处理机制、以点带面解决问题长
效机制。

发布会介绍，对解决企业反映的
问题，专班建立了一整套问题转办、督
办、核查处理机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就是省工作专班与各市县、各成

员单位，特别是与省纪委监委、省委组
织部的协同联动。

这个联动机制包括：按照问题的
归属，由相关市县或部门落实解决问
题的主体责任，省工作专班全部进行
跟踪督办，对重点、复杂问题要挂牌督
办甚至直接核查处理，对涉及不作为、
乱作为等作风问题以及涉嫌违法违纪
问题转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对于大家反映的各类问题，我们
一定会用百分百的态度、百分百的决
心、百分百的努力去核查、去推动、去
处理，切实解决市场主体反映的营商
环境突出问题，加快打造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和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
流营商环境，让海南自贸港真正成为
改革开放的高地、投资创业的宝地、宜
业宜居的福地！”张相国说。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

我省成立工作专班、上线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落实三个机制——

让营商环境成为海南的“金饭碗”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傅
人意）干部作风是营商环境的“风向
标”。11月1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营
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通过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以下简称“查破促”）、海南作风
整顿建设年等活动大力促进干部解放
思想、提升能力、转变作风，高质量高
标准推进自贸港建设。

海南省委党建办综合秘书组专职
副组长吉涛表示，今年6月以来，省委

坚持党建引领、立足现实需要，部署开
展“查破促”活动。活动中，各级领导
干部到一线、下基层、转作风，截至目
前共查找堵点 4413 个，推动解决
2993个。

活动中，破解了一批人民群众和
市场主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反
映最强烈的问题。比如，三亚市针对
因企业原因导致的房产证办证难问
题，实行“证缴分离、办证分离”，为
1437户房屋业主解决了10多年未能

办成不动产登记的难题。同时梳理
17个类似项目，“一揽子”解决办证难
问题。海口市税务局联合人行海口中
心支行，创新税收退税退库新机制，在
全国率先上线自动开具《电子收入退
还书》功能，实现退库业务智能化、自
动化，退库时限平均压缩至1.32个工
作日，大幅提速92.28%，较大提升了
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等。

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省纪
委秘书长周建成表示，省纪委监委承

担省作风整顿办公室任务，同时作为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成员单位，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作风整顿建设
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将“创
一流营商环境”纳入“四风”纠治重点
任务。

今年7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深
入15个市县（含洋浦）和81家单位开
展集中监督，累计发现担当意识不强、
工作推进不力等问题336个、督促立
行立改34个，目前正在强力督促整

改，作为作风整顿建设年冲刺阶段重
点任务狠抓落实。

此外，我省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
渠道，坚决查处营商环境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截至10月底，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共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
作为、假作为甚至“吃拿卡要”等破坏
营商环境案件338起，批评教育帮助
和处理 487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43人。

四大途径可登录
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海南省
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的设立，既架起了政府部门
与市场主体之间沟通的新桥梁，又为市场主体拓宽
排忧解难的有效渠道。11月18日，在营商环境问
题受理平台新闻发布会上，海南省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班受理转办组组长杨田详细介绍企业可以通过
哪些途径，进入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进行投诉。

据介绍，该平台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全面开启受理服务，线上模式通过互联网PC
端、移动APP端、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等四
个端口，受理市场主体关于营商环境问题线索与
意见建议。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市场主体，可
提供线下受理服务。另外，市场主体也可通过
12345热线反映相关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

我省开展“查破促”等活动，以作风转变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硬监督”提升营商环境“软实力”
截至10月底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破坏营商环境案件33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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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绝不回避、接诉即办，实事求是
面对、依法依规解决。”11月18日，我
省举行的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新闻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营商环
境问题的投诉渠道，以及问题受理等
相关情况，并真诚欢迎各类市场主体
和社会各界通过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
台来“吐槽”、反映问题，展现出海南直
面问题、破除堵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的诚意和决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

境是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是招商引资
的“强磁场”。尤其对海南而言，营商环
境至关重要，被誉为自贸港建设“金饭
碗”，是决定自贸港建设成败的关键因
素。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海南，要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加快形成法治化、
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
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刚刚闭幕的省
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再次强调，只争朝夕
推进政策落实，真正以一流政治环境、
政策环境、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吸引全
世界投资者前来投资兴业。可以看出，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推动海南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迫切需要，

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
某种程度上看，优化营商环境的过

程，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营商环
境的好坏，不能由政府部门自说自话，
而要多听民声、察民意，问问企业的真
实感受。而就实际来看，我省营商环境
依然有不少短板，企业仍然面临不少痛
点、堵点。对问题、不足，是视而不见，
还是积极应对，反映出不同的政绩观，
直接关系到营商环境建设能否迈向深
入。从成立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到
设立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再到举行
发布会及时宣介，系列举措反映出海南
不回避矛盾、自我加压、自我革命的勇
气，传达出蹄疾步稳、一步一个脚印优
化营商环境的定力。

单就受理平台而言，是摆姿态，还
是动真格？不妨先看看具体谋划。从
受理问题来看，平台细分了八大类，囊
括了新官不理旧账，故意刁难、雁过拔
毛、吃拿卡要，违规拖欠市场主体账
款，等等，基本覆盖营商环境问题的各
个方面，既便于企业投诉，也利于问题
的整合处理。再从问题的解决上看，
对受理、摸排的问题建立清单台账，既
明确了反馈时限，又要求复核回访，并
举一反三，着力构建长效机制。常言
道，一具体就深入，越具体越便于落
实。清单化、具体化的闭环管理方式，
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受理平台定能
集中解决一大批堵点问题，推动营商
环境大幅优化。

营商环境就是口碑，口碑就是竞
争力。正如省委书记沈晓明所言，赢
得口碑既要有反映问题的渠道、解决
问题的办法，更要有为市场主体排忧
解难的强烈意愿。如今，平台已经设
立，关键在能否敞开胸怀，积极面对市
场主体的“吐槽”“挑刺”；关键在能否
及时解决问题，做到事事有答复、件件
有回应，把服务做到市场主体的心坎
上。不回避矛盾问题，不害怕意见建
议，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和“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以刀刃向内
的勇气破除积弊、改进作风，定能提高
市场主体满意度，提升政府部门公信
力，进而托起自贸港建设“金饭碗”，让
海南成为投资兴业的宝地。

直面“吐槽声”托起“金饭碗”

“查破促”活动中
截至目前共查找堵点4413个，推动解决2993个

7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深入15个市县（含洋浦）和81家单位开展集中监督

累计发现担当意识不强、工作推进不力等问题336个、督促立行立改34个

另外，市场主体也可通过省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官网、各市县人民
政府官网等提供的平台入口提交涉及我省
营商环境相关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同
时，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公室还将
通过走访企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
受理渠道，完善线索移交机制，加大核查督
办力度，助推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目前，省营商环境问题
受理平台有四个入口

pc端

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官网，下
拉至网页中部，即可看到“营商环
境问题受理平台”图标，点击进入
海南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页面
后，按相关要求填写对应信息，并
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后即可提交。

公众号

查找微信公众号“海南省政府
网”或“hns-zfw”并进入公众号页
面，点击右下角“政民互动”-“营商
问题线索”，即可进入海南营商环
境问题受理平台页面，按相关要求
填写对应信息，并通过手机号码验
证后即可提交。

小程序

使用扫一扫功能，或通过微
信搜索功能进入“海南营商环境”
小程序，即可进入海南营商环境
问题受理界面，按相关要求填写
对应信息，并通过手机号码验证
后即可提交。

“海易办”APP

本版制图/杨千懿

通过下载“海易
办”APP（原“码上办
事”APP），点击“营
商环境投诉”图标，
即可进入海南营商
环境问题受理界面，
按相关要求填写对
应信息，并通过手机
号码验证后即可提
交。

⬅在海口江东新区政
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
企业解答公司注册业务。

本报记者 张茂 摄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办证中心民警为申请“引进人才落户”的人员提供咨询和办理。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在三亚市政务服务
中心“企业开办综合服务窗
口”，工作人员为办事群众
服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