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广东省委改革办发布消息，经全面评估梳
理总结，在广州、汕头、东莞部署开展的广东省营商
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已全面完成。经过三年探索
实践，试点地区形成一批改革经验成果，营商环境位
居全国、全省前列。

试点城市中，广州在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评
价中被评为全国标杆城市，18个指标获评全国标杆。

2018年以来，广州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头号工程”，在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中一
路“闯关升级”，陆续开展营商环境1.0改革至5.0改
革，着力减流程、减成本、减材料、减时间、优服务，改
革试点不断突破，打造营商环境改革“广州样本”。

营商环境的改革成效，正不断激发着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十三五”期间，广州新登记市场主体
197.91万户，期末实有269.67万户，较2015年末
增长1.03倍。到2025年，广州市市场主体总量将
达400万户以上，每千人拥有企业将达133户。

22项改革举措获全省推广

广州缘何成为营商环境“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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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
员会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正式挂牌成立，打造
南沙的“最强大脑”，为南沙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

据了解，成立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是南沙
坚决扛起国家和省、市赋予的战略使命，全面提高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内在需求，是形成适应和
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的主动选择。随着
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的成立，南沙将重点推动
综合性重大政策和制度创新“顶层设计”，以更大
魄力更高起点推进政策研究和制度创新，未来南
沙政策研究制定和兑现落地的精准度将会得到大
幅提升。

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主任刘家君表示，
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将集中力量系统开展全
区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制度创新，努力当好区委区
政府的“高级参谋部”，为加快打造立足湾区、协同
港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战略平台作
出新的贡献。

近年来，南沙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先行先试
优势，累计形成789项制度创新成果，119项在全
省复制推广，218项在全市复制推广。连续多年
在权威机构评估发布的“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
化”等领域创新指数排名全国前列。制度创新、政
策创新对南沙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显著增强，
2014年至2021年，南沙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年均
增长11.2%；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超10倍；企业
注册数增长26倍。 （据羊城派，文/罗仕）

打造“最强大脑”！
南沙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挂牌成立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
区营商环境专题发布会近日在广州市南沙区举
行，现场发布了《南沙区高水平推进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建设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其中多项措施
惠及港澳人士。

南沙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围绕国
际合作战略平台建设目标，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
水平开放试点，建设全球溯源中心，构建南沙进
口示范区便利监管的数字治理模式，推动“国际
数据传输枢纽”粤港澳广州南沙节点等重点项目
落地建设，推动科研数据跨境互联。

该负责人表示，《方案》将重点推动“湾区一港
通”通关便利化改革、多式联运“一单制”试点改
革，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重点开展跨境投
融资业务创新、跨境资金池试点，进一步提升投资
便利化水平。

同时，该方案重点推进穗港澳投资跨境商事
登记全程电子化、港澳机构资质和专业人士职业
资格认定，进一步深化与港澳营商规则对接。

此外，该方案还将支持推出具有竞争力的人
才政策，建设中国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业基地，大
力集聚人力资源企业和创新人才；推出优化行业
扶持政策，破除创新要素流动障碍，健全人才评价
与激励办法，构建创新激励生态。

据介绍，南沙近年创建了国际化人才特区，设
立“大湾区国际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大湾区（广
东）国际人才驿站”，并在广州率先试行放宽人才
往来港澳商务签注备案要求，香港科技大学（广
州）12名教职工现已先行享受到政策便利。

（据中新社，文/王坚）

南沙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跨境资金池”等多举措惠及港澳人士

写好“必答题”

环境优则企业兴，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
发展的水和土壤，决定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成
色。因此，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
境改革是一道“必答题”。

在广州近年推出的营商环境改革中，每
次改革均有不同侧重点，但始终坚持以企业
为中心、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2018年初，《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2018年改革工作安排》印发，谋划部署在
广州、深圳、汕头、东莞开展营商环境综合改
革试点，率先创建营商环境建设示范城市。
不久，广州发布《广州市营商环境综合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正式启
动营商环境1.0改革。

在营商环境1.0改革中，广州聚焦行政
审批领域“简政放权”，瞄准世界一流和国内
先进城市，狠抓《实施方案》中“336”试点任
务落实，即：推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3
个国家级改革试点；推动广州开发区、南沙
自贸片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3个重点区
域改革取得更大突破；系统推进投资便利
化、贸易便利化、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科技
创新、人才发展6项“走在全国前列”改革。

其后，广州于2019年3月开展营商环
境2.0改革，瞄准重点领域实施“指标攻坚”；
2020年1月开展3.0改革，推动行政审批服
务跨部门“流程再造”；2021年5月，印发《广
州市用绣花功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营商
环境若干措施》（即4.0改革方案），进一步提
升营商环境改革精细化、精准化水平。

今年1月，《广州市建设国家营商环境
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正式印发，以“激发
活力”为主线，更大力度支持市场主体创新
发展，将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作为关键，着
力破除阻碍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体制机制
障碍，更大力度利企便民，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社会创造力。

“目前，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主要任
务基本完成，广州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
场主体满意度明显提升，现代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稳步推进。”广州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广州共有22条改革举措获全省
复制推广。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例，广州所推行的开
办企业“一网通办、一窗通取”模式全面整合
申请营业执照、刻制印章、申领发票、就业和
参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预约银行
开户等多个事项，实现申请人只需登录一
个平台，进行一次认证、一表填报。

通过“一网通”平台，各部门信息同步采
集、实时共享，后台同步联办，最快0.5天办
结，申请人即可在“一窗通取”专窗一次性领
取纸质营业执照、印章、发票和税务ukey的

“大礼包”，同步完成就业和参保登记、住房
公积金缴存登记。

截至2021年末，广州有99%的开办企
业申请是通过“一网通”平台办理，成功办理
并领取“大礼包”超过43万笔，其中约半数
实现0.5天办结。

创新“自选题”

有了“一网通”平台，市场主体便可享
受“网购式”智慧开办企业服务。今年以来，
这一平台的功能再“升级”，将改革红利惠及
粤港澳大湾区。

从3月29日起，广州开通“穗澳通”一站
式商事登记服务，便利澳门特别行政区申请
人在穗创业投资，快捷落户广州。

“这项新举措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
探索的涉企服务新路径，全力推动实现粤港
澳商事登记全程电子化，为拟在广州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的申请人提供更加便利的开办
企业商事登记服务。”广州市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穗澳通”商事登记服务在实
现“一站式”商事登记的同时，更进一步突破
政务服务时空限制，推广“网购式”智慧涉企
服务覆盖范围。

营商环境改革成效，不只局限于固定的
评价指标。在推进营商环境改革进程中，广
州紧紧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纲”，充
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作
用，在对标一流的同时，打出一套创新“自选
动作”。

瞄准打造国际营商规则衔接高地的目
标，广州以“小切口”实现“大突破”。

办理全国首例不动产跨境抵押登记、打
造全国首个粤港澳科技创新团体标准服
务平台、实现首笔3800万元财政科研资金
跨境拨付……广州在商事制度、要素流动、
行业监管等方面率先发力，制定实施两批共
72项与港澳规则衔接清单，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的规则“软联通”。

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同频共振”的是
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公平
公正的市场秩序“保驾护航”。在广州答出
的“自选题”中，法治保障尤为亮眼。

2021年1月1日起，《广州市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正式施行，广州成为最先将营商
环境改革纳入法治轨道的城市之一；广州打
造的国际商事仲裁“广州模式”，实现广州仲
裁委同步运行内地、香港、澳门三套庭审模
式，在全国率先上线互联网仲裁云平台，实
现仲裁全流程线上运行，被司法部推荐参与
亚太经合组织企业间跨境商事争议在线解
决机制项目。

探索“加分项”

“微笑黄埔，营商靠谱！”
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局营商环境

改革处处长冯传林这样阐释着“黄埔Smile
营商品牌”的创意，“我们将用灿烂的微笑欢
迎、服务大家，让更多的企业进得来、留得
住、发展得好，用更鲜艳的营商底色烘托出
企业绚丽的色彩！”

作为全省首个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实验
区，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用一项项全省乃至
全国首创的创新改革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出

新出彩，让营商环境“软实力”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的“硬支撑”。

今年2月，广东省下发通知，广州开发
区39条营商环境创新举措获全省推广，要
求各单位结合实际对广州开发区的经验进
行学习借鉴，打造各具特色的营商环境“单
项冠军”。

项目“引进即筹建、拿地即动工、竣工即
投产”，最快为企业节省了6个月的筹建时
间；政策兑现“一门式”服务改革，平均用时
21个工作日，兑现效率比改革前提升4倍以
上；1870家企业通过“免申即享”，获得扶持
资金5.81亿元……

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营商环境改革
从来不是“纸上谈兵”，改革成效实打实体现
在市场主体的活力中。企业在“无忧无虑”
的环境下，方能“大展拳脚”。

“众人拾柴火焰高”，营商环境改革同样
如此。

在优化营商环境“全市一盘棋”的工作
统筹下，广州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推动重
点区域大胆尝试、锐意创新，全力打造营商
环境改革“一区一品牌”，为改革探索更多

“加分项”。
5月6日，南沙区营商环境建设十大集

成创新成果正式对外发布，“晒”出一张漂亮
的“成绩单”。

推出商事登记确认制、拿地即开工、无
证明自贸区……南沙的一系列首创性改革
品牌，得到了市场主体的充分认可。截至
2021年底，南沙累计引进世界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超220个，市场主体总量超30万
家，较2020年增长60%，其中2021年新设
企业8万家，增长率达65%。

去年，广州正式获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
试点城市。站在新的起点，扛起新的重任，
广州还将在市场准入、要素流通、项目审批、
创新生态等领域推出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
批重大实践成果，为全国改革先行探路。

（据南方+，文/黄舒旻）

近日，随着中联航运“TPC”定班航线首航
深圳盐田港，深圳再添美西航线周班服务。
届时，货物从盐田港出发，仅需16天直达美国
洛杉矶。

在推动全球供应链高效运作的进程中，
深圳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统计，
按照“海陆空铁”四种方式统一折算为标准集
装箱，深港跨境货物运输今年4月份日均6962
标箱，环比增长72%，同比增长1.34%。

码头作业不停，车间高效运转，从近期的
外贸、投资、消费、工业等数据和案例看，深圳
经济的活力与韧性充分显现。

车间加速运转 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走进荣耀Magic4系列生产线，长达百余
米的直线型生产线上，一台手机从贴片、高温
焊接、点胶、排线组装到最终出货，平均每28.5
秒节拍可产一台手机。今年一季度，荣耀以
1500万部出货量、20%的市场份额登顶国内
市场。

品牌手机销量快速增长，一方面是深圳
制造品质的升级，另一方面是消费市场逐渐
回暖。

受益于政府补贴的拉动和疫情形势好
转，深圳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销售火爆，深
圳经济社会生活活力正盛。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深圳在线上推
出“乐购深圳”消费券、线下推出“消费电子和
家电购置补贴”、汽车“以旧换新”、餐饮文旅
促销活动等系列举措，更好满足市民消费需
求。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统计，4月30日至5月

3日，深圳整体消费金额超230亿元，消费市
场呈现出“购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举措及时发力 畅通内外双循环

内需拉动经济，外贸联动全球。今年以
来，河内、多哈、纽约、莱比锡等地第一次迎来
了深圳的货机，这些货机上载着深圳企业的
产品在机场短暂停留后，输送至全球产业链
的各个环节。

今年一季度，深圳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
进出港货运航班量为5169架次，同比增长
19.7%；货量为16.9 万吨，同比增长10.4%。
今年4月，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货运航班量同
比增长62%，国际及地区货运量8万吨，同比
增长46%。

“深圳机场航空货运的表现非常抢眼！”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
理研究所所长王国文感叹。他表示，今年以
来，越来越多的深圳乃至大湾区企业的货物
通过深圳机场飞往全球，大大加快货运流通
速度，进一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有助于畅通
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这背后，也离不开政府一系列举措及
时发力——畅通物流、减税降费、加快出口退
税进度、发展外贸新业态等举措加快落地，为
稳外贸保驾护航。

创新因子涌动 改革动力强劲

深圳这扇改革开放的“窗口”，仍在越开
越大。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格局中，
深圳正在向改革要新动力。

5月7日，深圳正式开启优化营商环境5.0
版改革。12个领域、200项具体改革事项，彰
显了深圳努力为企业安心经营发展提供更好
保障和支撑的决心。

今年一季度，深圳累计共有商事主体超
385万户，其中企业超240万户。优良的营
商环境，助燃引资热度，4月29日，飞利浦深
圳创新中心正式落成揭幕。飞利浦全球执
委会委员、大中华区总裁何国伟表示，将持
续加大在深圳的创新投入，形成规模化创新

效应。
连日来，深圳科学家们关于基因、生物医

学的科研成果频频登上Nature、Science等
国际一流期刊，创新开拓的因子在鹏城涌动。

机械轰鸣、焊花闪闪，在中建二局二公司
深圳大学艺术综合楼项目的施工现场，数百
名建设者们正有序作业。

忙碌起来的深圳，按下快行键的深圳，正
大步迈向未来。

（据南方+，文/张秀娟 戴晓晓 王春艳）

畅通内外双循环 活力深圳加速跑

广州营商环境优势日益凸显。 新华社发

深圳盐田港码头。

“这样‘跨国’的‘一网通办’模式真的很好！”
远在美国已在线上办理好授权委托手续的当事人
说道。近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人民法庭
受理了一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比较特殊的
是，该案件的两名当事人均身处美国。南城法庭
运用“线上+线下”的异步审查工作模式，实行异
步审核云端授权见证，为跨境诉讼委托按下“快进
键”。

据悉，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境外当事
人委托境内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必须办理公证认证
等手续，费用高耗时长。“如果到境内公证机关办
理公证或在法院见证下签署授权委托书，当事人
需要来回奔波。当前受疫情、出入境管制措施等
情况影响，这些方式存在较多困难，对于当事人而
言，程序较繁琐，成本高、耗时长。”南城法庭法官
吴丽冰说道。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一网通办”的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南城法庭运用“线上+线下”的异步审查工作模式，
线上引导境外当事人自助授权见证，线下由法官进
行异步事后审核，为涉外案件当事人完成授权见证
手续。通过利用“授权见证通”平台的“法院人员不
参与见证”功能，实行异步审核云端授权见证。

“授权见证通”平台的使用，打破时间、空间的
限制，有效解决境外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序繁
琐、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充分利用该平台“法院人员不参与见证”功能，进行
异步审核在线授权见证，真正实现案件“当场立、自
助立、网上立、就近立”的便民诉讼，“零距离”“零
跑腿”为群众办实事。 （据羊城派，文/王雷）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网通办”解烦恼

当事人线上即可完成
跨境诉讼委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