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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7月底，珠海已打通容缺审批系统、工程建设审批系
统、企业开办平台，实现40个涉企审批事项与6个开办企业事项
一次申请、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企业开办需跑动部门从5个缩减
至1个、办理环节从6项整合至1项。

设立“不能办”兜底窗口，集中受理企业“没人办”“不能办”
“互为前置”等事项，273项业务实现“秒批办”、3407项事项实
现“免证办”、2031项事项实现“容缺办”。

实施政府流程再造攻坚行动

加快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产业发展，分秒必争。市产业发展大会
上发布的《市政府推动工作流程再造提速提
效十条措施》明确，在行政审批方面，建立容
缺办理机制，通过明确受理条件、申请材料
和承诺书模版等方式，可以实现80%的行政
许可事项适用容缺办理。与此同时，还将推
动涉工程建设项目政务服务事项并联审批、
集成办理，实现审批事项“一个入口、一张表
单、一套材料、并联审批”。

“实现80%的行政许可事项适用容缺办
理，将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珠海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锦湖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奕丰表示。

4个月来，“一站式”服务平台再造已取
得了显著进展。珠海通过打通容缺审批系
统、工程建设审批系统、企业开办平台，实现
40个涉企审批事项与6个开办企业事项一
次申请、并联审批、限时办结，企业开办需跑

动部门从5个缩减至1个、办理环节从6项整
合至1项。

主动作为，提供阳光“帮办代办”服务。
此前，《珠海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帮办代办
服务实施办法》印发。珠海将依托市区两级
政务服务体系，围绕项目审批、建立分工协
作、上下联动、机制健全的帮办代办服务机
制，特别是为产业项目、政府投资及重点工
程项目提供咨询、指导、协调和代办等服务。

打通全链条壁垒

全面提升涉企服务工作效能

动动手指，就能搜索到跟
企业相关的政策措施、政策解
读等各类政务信息……这是
珠海企业服务平台（政企通）的
日常使用场景。该平台通过网
站、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为
全市企业提供全面、及时的产
业资讯和政策精准推送，以及
人才培训和融资贷款等综合
服务。

市产业发展大会提出，要
做好政策宣传贯彻、企业跟踪
服务等工作，真正让“企业找政
策”转变为“政策找企业”。珠
海企业服务平台（政企通）在

“智慧便企”和“主动推送”两个
方面同时发力。该平台聚焦
省、市涉企政策和资讯，开发设
立微官网、公众号、“政策雷达”
和“政策一点通”小程序方便广
大企业在指尖上“找政策”“懂
政策”“用政策”。目前，该平台
发布涉企政策措施、政策解读、
申办通知、产业资讯等信息超
40000条。其中，今年1-7月
发布3265条。

要真正实现“政策找企
业”，必须进一步转变过往的服
务方式。该平台通过提炼出政
策的关键信息和重点要素，形
成“一期一汇”和“政策通汇”等
通俗易懂的图文，按产业、部

门、类别精准地向目标企业推
送政策。目前，“一期一汇”和

“政策通汇”推送人数已超
143.5万人次。

聚焦重点，问需于企。近
期以来，该平台推出了“产业
第一”和“纾困解难·助力发
展”等企业服务专栏，根据区、
各部门出台有关措施的申请
指南、操作指引等进行动态更
新发布。今年以来，该平台利
用线上金融服务超市共收集
87家企业共 150笔总计 3.39
亿元贷款需求。与此同时，还
通过政企通“四位一体”融资平
台项目备案系统为 804家企
业办理了 1104 笔 60.93 亿元
融资项目备案。

营商环境涉及政策支持、
机关作风、服务理念、行政效率
等诸多内容。行政效率高、营
商环境好，就容易形成虹吸效
应和集聚效应，就能够把生产
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吸引过
来。在全市上下戮力同心大抓
经济大抓产业的浓厚氛围下，
珠海更要以直面问题、直面困
难的勇气，加快破解堵点卡点
难点，以更好作风更高效率跑
出便民利企的“加速度”，推动
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提质增
效，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真正实现“政策找企业”

8月19日，交通银行推出粤港澳大湾
区金融服务品牌——“交银湾通”。这是交
通银行首个国家重点经济区域金融服务品
牌，标志着交通银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踏
上新征程。

紧跟大湾区发展步伐。一直以来，交
通银行积极履行国有大行职责使命，持续
加大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全力服务粤港
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在总行、省行的正
确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近年来，交通银行深
耕合作区广阔市场，积极参与合作区经济
社会民生建设。全力支持区内重点项目建
设，先后为横琴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供冷供
热供电能源项目、文旅龙头项目等一批重
大项目发放贷款超50亿元。为完善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为岛
内重点产业及民生项目提供授信支持超
130亿元，目前累计发放贷款近30亿元。

在互联互通中搭好金融桥梁，不断创
新产品和金融服务。去年以来，交通银行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分行积极为澳资企业
提供金融服务，创新推出交行琴澳助创贷
产品及专项授权融资类产品，助力符合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澳企来内地经营。
目前，横琴分行已累计为8户澳资及涉澳
企业发放普惠贷款超5000万元。

为大湾区居民投资生活便利化注入动
力。近年来，不断创新跨境金融服务，在跨

境财富管理、跨境按揭、跨境社保卡、跨境
结算等领域提供特色金融服务，满足澳门
居民在大湾区的投资置业需求。今年以
来，已累计为澳门居民发放按揭贷款金额
超3000万元。

大力发展跨境金融创新业务。依托区
位优势，横琴分行不断强化与港澳银行联
动，推动跨境业务突破。在跨境按揭方面，
与港澳分行及港澳本土银行展开跨境按揭
业务合作，去年以来累计办理金额突破3
亿元。在跨境投资方面，落地省行首笔
QFLP基金托管业务。在跨境理财方面，
联合交通银行澳门分行为大湾区居民提供
全球财富配置服务，并落地交行系统内首
笔跨境理财通业务。

创新支持金融产业发展。近年来，横
琴分行利用总行支持政策，在银银同业存
放、福费廷资产跨境转卖、银保代理结算、银
租同业授信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牵头组
建区内首笔产业投资基金；落地区内首笔金
租公司转租赁业务、首笔表外理财资金对接
经营周转融资业务、首笔金租公司保理业
务、首笔外币NRA区内结汇业务；上线区
内首个总部保险公司线上保险资金清结算
系统；为区内首批澳资银行办理结算业务。
同时，积极用好总行全牌照资源，加大与交
银子公司联动，在债券投资、融资租赁、保险
资金债权计划等投行业务方面均有突破。

深耕湾区建设助力互联互通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倾力支持珠海重点产业集群

助力珠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实体，聚焦重点。今年以来，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紧跟珠海“产业第
一”发展布局、紧盯“珠海市2022年度
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着力对宏观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重点优质项
目。加大对自主创新企业的支持力
度，推进“3+2产业集群”优质客户名
单制管理，为名单上的珠海企业提供

“一揽子”便捷金融服务。加大对传统
产业在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绿色转型

发展等方面的中长期资金支持。积极
推广与LPR挂钩的创新贷款定价机
制，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动产质押（含
碳资源）、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等
融资模式。

集中优势支持产业园区建设。产
业园区是珠海实体经济和工业发展的
重大平台，是科技领军企业组建创新
的联合体，是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创新
的根据地。近年来，交通银行珠海分

行不断加深、拓宽与园区战略合作，紧
密围绕园区内基础设施、重点产业、民
生保障等重点领域，集中优势资源提
供金融支持和服务。今年以来，交通
银行珠海分行紧跟珠海市5.0产业空
间布局，以市、区各政府产业发展及招
商引资为抓手，加大园区及新进企业
的支持力度。截至今年7月末，交通
银行珠海分行对珠海9个重点工业园
区项目信贷投放金额近100亿元。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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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珠海的市、

区政务服务大厅等

地，一个个“办不成

事”窗口格外引人注

目。设立专门的窗口

集中受理企业和群众

遇到的“没人办”“不

能办”事项，既是一项

办事审批的兜底措

施，也是珠海下定决

心优化提升政务服务

的体现。

营商环境的好与

坏决定企业能否留得

住、留得好，而政府流

程的效率则与营商环

境息息相关。自4月

24日市产业发展大

会召开以来，珠海持

续实施政府流程再造

攻坚行动，紧紧围绕

服务项目、服务企业

深化政府流程再造，

让“企业找政策”转变

为“政策找企业”，全

方位解决好企业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进一

步打造优质营商环

境。

采写：本报记者 罗汉章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持续加码金融

服务力度，加大重点

产业信贷倾斜。今

年以来，交通银行珠

海分行聚焦珠海“产

业第一”决策部署，

快速响应，有效行

动，对绿色信贷、制

造业、科技金融、新

基建等重点行业领

域给予金融供给，支

持珠海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同时，围绕

服务实体民生、大湾

区建设等实施一系

列金融服务举措，为

珠海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助力，为珠海

未来赋能。

采写：本报记者 耿晓筠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遇到“没人办”“不能办”事项，找“办不
成事”窗口……在市政务服务大厅，不时有
人来“办不成事”窗口咨询。现场工作人员
仔细倾听群众需求，并现场与相关办事窗口
或职能部门联系。市民任女士表示，办事难
免会遇到未能成功审批等情况，有这样一个
窗口，畅通诉求反馈渠道，体验好了许多。

在设立“办不成事”窗口的基础上，市各
级政务服务窗口明确要求，工作人员不能再
简单向申请人回复“不行、不能办、不是我

办”等，要明确向市民告知办事渠道，或明确
告知市民到“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咨询。此
外，珠海还印发了《珠海市推行“窗口无否决
权”服务实施方案》，要求各级政务服务窗口
服务人员秉持“职责内的马上办、职责外的
协调办、法规不明指导办、群众需要帮代办”
的服务精神，切实营造新时代需要的明珠惠
企的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还要主动考前、上门服
务。8月4日，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与高新

区税务局联合举办了税务专场主题交流会，
为40多家企业进行面对面辅导和指引。举
办这场交流会的缘由正是高新区企业服务
中心在前期开展上门服务过程中，了解到企
业在阶段性税收扶持政策方面存在疑问。
记者了解到，珠海在实施政府流程再造攻坚
行动的过程中，要求各职能部门和领导干部
现场办公，全方位解决好企业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让企业办事顺心、扎根安心、发展专
心。

设立“办不成事”窗口

兜底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点

市民在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

高质量推进普惠金融服务，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近年来，交通银
行珠海分行注重对小微制造业、首贷
户、信用贷款等重点领域的服务支持，
不断完善普惠产品体系，普惠信贷规
模不断提升。截至今年二季度末，交
通银行珠海分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
115亿元，增速超17%。其中，普惠型
涉农贷款余额近 1.3 亿元，增速达
40%；小微制造业贷款余额近24亿
元，占比超20%。

多措并举保障小微企业信贷供
给。供应链金融服务是交通银行珠海
分行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的一剂“良方”，依托制造业产业链核
心企业，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加
强数据和信息共享，交通银行珠海分
行运用应收账款、存货与仓单质押融
资等方式，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
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全
方位搭建银担合作渠道，创新推出“见
贷即保”项目制业务，通过加深银担合

作，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截
至今年二季度末，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担保项下贷款余额超3.5亿元，在珠
海市“四位一体”担保业务框架下，分
行业务总量排名全市前列。为帮助小
微企业纾困，分行主动提供延期还本
付息服务，应延尽延，支持客户渡过难
关。今年以来，共为20户小微企业及
小企业主办理近50笔延期还本付息
贷款，总金额近9000万元，及时缓解
企业资金周转问题。

扎实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小微 近年来，交通银行珠海分行积极践行
“金融为民”工作理念，不断压实银行机构
账户管理主体责任，织密反诈“防护网”，有
效维护珠海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交通银行珠海分行将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分行总体工作规
划，营造“全员反诈、齐抓共管”的良好氛
围。2022年以来至今，该行成功堵截个人
异常开户事件23起。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治理工作，以
“反诈联络员”的形式，通过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交易风险事件管理平台和珠海反诈
微信群等方式24小时对接反诈中心，指定

专人负责、并制定业务应急操作流程，开展
快速查询、冻结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案件涉及
银行账户资金业务的工作。今年1月至8
月19日，成功堵截10起电信网络诈骗事
件，为珠海市民挽回288.7万元资金损失。

为提高珠海市民风险防范意识和防诈
骗能力，交通银行珠海分行在全行各营业
网点持续开展反诈线下宣传活动。同时，
通过深入重点企业、工厂厂区、学校、社区
等开展宣传活动，持续扩大“断卡行动”影
响力，切实提高广大社会公众防范网络电
信诈骗的意识；通过网络媒体开展宣传，扩
大宣传受众面。

织密反诈“防护网”守牢市民“钱袋子”

走访普惠涉农企业，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全面落实“产业第一”助力打好产业发展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