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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营商环境改善作为“逆周期对策”的抓手，按国家更高标准要求主动发力

新一轮营商环境改革，向最难处“动刀”
■本报首席记者 徐蒙

今年 6月， 全国双创周上海分会场活
动如期而至。双创周只有短短 7天，但 1个
多月过去了，活动组织者却还没有“收工”。

双创周活动一结束，上海就“趁热打
铁”，聚焦双创的痛点和堵点，向社会各界
公开征集建议， 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营
商环境。

市场一线有呼声，营商环境便有进一
步改善的空间。企业还有什么抱怨；改革
还有无盲区；相比国外城市、兄弟省市还
有哪些差距……当前的上海，新一轮营商
环境改革正中流击楫，全面提速。

66项地方事权改革全部落地
今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上海市

委、市政府的第一个大会，主题就是优化

营商环境。会上讨论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去年
底新出炉的世行报告。 排名跃升 32位令人
振奋，但大家关注的却不是成绩，短板和差
距反而成为焦点。

“排名第 46 位，说明还有 45 个国家和
地区排在我们前面。”会上提出的这句话，敲
打人心，成为今年以来上海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的出发点。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上海以营商环境改
善作为“逆周期对策”的抓手，主动发力。年
初出台的上海营商环境改革 2.0版方案，提
出 88 项进一步对标改革的举措和建议。随

后，按照国家更高标准要求，上海又推出 20

项新的深化改革举措，一并纳入世行对标改
革任务共同推进。 截至目前，66项地方事权
改革事项已全部落地，各指标深化改革工作
按时间节点扎实推进。

此前一年对标世行测评标准，上海大刀
阔斧的改革中， 行政审批环节已经大幅压
减。今年的 2.0版改革方案，又提出行政审批
事项承诺审批时限平均减少一半、提交材料
减少一半的“双减半”目标。

“双减半”的军令状下，一些职能部门一
度也犯难，容易改的环节都改了，剩下全是

硬骨头。小修小补行不通了，不做流程再造，

改革便无法突破。

新一轮改革从最难处开始。去年世行营
商环境测评中，上海的施工许可审批是拖后
腿的“失分项”。平均 169.5天的获得施工许
可时间，是刚刚从前年的 300多天压减而来
的，可仍在全球排名中落后。

“照以前按部就班走流程，走得再快还
是慢。”施工许可审批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
改革中，通过整合环节、串联改并联的流程
再造，施工许可全流程平均时间已经压减到
64天。比如过去耗时最久的验收环节，一个
部门等一个部门的方式，改成了多部门现场
摆“考场”，跨度数月的耗时，如今只需 1 个
月左右。 下转荩8版

奉贤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超 10%，每个项目落地背后藏着一个个敢拼敢干的“店小二”故事

以赶考的状态，在奔跑中求“无解之解”
■本报记者 杜晨薇

7月 19日中午，一群人等在奉贤区会议
中心的门口，手里紧握着三面锦旗。他们来
自奉贤东方美谷企业如新集团。

自 2003年进驻中国市场， 如新在奉贤
成长、壮大，如今总部、研发机构、生产线全
部安家奉贤。 几天前， 历时 4个月申请、评
审、沟通、办理，其二期项目顺利获地 61.7

亩，明年底投产后预计产值超 15亿元，规模
上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如新。

企业方面说：“做了几面锦旗，想送给那
些为我们企业奔走服务的党员干部们。”因
为他们知道， 这个项目的推进并不容易，背

后藏着一个又一个敢拼敢干、 不怕苦累的
“店小二”故事……

奉贤“店小二”们的持续努力，为地区经
济发展赢得了一张漂亮“成绩单”：今年上半
年， 奉贤全区完成财政总收入 328亿元，其
中区级财政收入 103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6%、10%以上。

敢为先：没有先例，事在人为
7月 16日，如新二期项目签订国有土地

出让合同。那天，在场所有人都激动无比。对
企业来说，未来可期，对参与项目的奉贤干部
们来说，则是又攻克一个前所未见的难题。

因企业在前期土地征用过程中，碰到了

土地战略留白区域，项目几乎就要“流产”。奉
贤区经委、规土等部门不放弃，继续对上、对下
沟通协商，推着项目往前走。一位参与项目的
园区干部告诉记者，那段日子，他们来回市区
数十趟，同时和多个部门对接，反复召开专题
协调会论证评审，多次实地察看。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市级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如新二
期项目被市经信委认定为优质项目，同意该地
块留白区解锁，项目可以准入，留白地块置换
也获市规划资源局批准。

没有先例的事就注定无解吗？ 显然不是，

事在人为。曾经的奉贤，虽集聚了全上海四分
之一的化妆品企业，却养在深闺人未识，就连
自己的干部也说不清、道不明。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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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玺撼

上海最近的 “水晶
天 ” 令人心旷神怡 ，而
2017年和 2018年的多波
“水晶天”，至今仍让许多
人念念不忘。

蓝天白云的高频亮
相，是上海生态环境质量
进一步改善的缩影。上海
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2018年， 上海环境空
气质量指数（AQI）优良率
为 81.1%， 意味着全年有
超过八成的日子空气质
量优良。这 296 个“清新
日”，较 2017 年足足增加
了 21天。

令人欣喜的不止于
此。 去年， 上海 PM2.5、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
氮等 4 项污染物的年均
浓度均创下历年最低纪
录。其中，PM2.5年均浓度
蝉联“3”字头，为 36微克/

立方米，宣告上海提前完
成“十三五”空气环境质
量改善目标。

不仅天更清，上海还
水更绿、 林更密了。2018

年，上海 259 个主要河流
断面水环境功能区达标
率为 76.7% ， 同比上升
17.6个百分点， 其中，劣
V 类断面的占比降为 7

个百分点； 生态方面，全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2平方米， 森林覆盖率
达到 16.8%以上， 市民们
有了明显的 “绿色获得
感”。

一连串令人信服的
数据背后，其实是上海全
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领导；是本市各级党
委和政府坚决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政治责任；是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满
足市民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的必然。

最严倒逼
正本还需清源，“绿

水青山”的常驻，离不开
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惩
治的雷厉风行， 随着新
《环保法》的实施，违法成
本大幅提高，执法手段更
加丰富，上海捍卫生态环
境的力度和决心愈发深
入人心。2018年，上海生态环境系统共查处案件 3047

件，处罚金额 5.3 亿元，同比上升 11%，堪称“史上最
严”一年，极大震慑了环境违法行为。

然而，生态环境执法的雷霆出击，并未让经营者
们“记恨”，反而逼出了他们的“断舍离”。

闵行区元江路上，一个花园式产业园区将于今年
竣工。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前，这里还是一家高能耗、

重污染的塑胶厂。在 2016年的中央环保督察期间，这
家塑胶厂因为短期内两次被执法部门发现未安装治
理设施、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被采取了查封扣
押生产加工设备的严厉处罚。 下转荩7版

中企将继续进口美农产品
中方表示：希望美方切实落实有关承诺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中美
双方正在落实两国元首大阪峰会期间会晤达成的重要共
识。近期，美方宣布对 110项中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
税， 并表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为相关中国企业继续供货。

有关方面表示， 已有有关中国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向
美国出口商就采购农产品询价，并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相关规定，申请排除对拟采购的这部分自美进口农产
品加征的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企业
提出的排除申请进行评审。据了解，为满足中国消费者需
要，有关中国企业有意继续自美进口部分符合国内市场需
求的农产品。中方有关部门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
行，切实落实美方有关承诺。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各部门逐段逐句学习党章准则条例，对照检视分析

逐一对照查摆 真刀真枪解决
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近日，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的
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在主题教育中对照党章党规，以正视问
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逐一对
照、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

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通知指出，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是
主题教育学习教育和检视问题的重要内
容，是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检视自我、

自觉修正错误的重要措施， 党员领导干
部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基础上，

结合学习研讨，对照党章党规，重点对照

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
行自我检查。 要把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与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检视问题结合起来，

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增强查
摆和解决问题的针对性。 下转荩8版

上海已有 90%审批事项实现“只跑一次、一次办成”，99%社区服务事项全市通办，最终目标“全覆盖”

以“一网通办”撬动深化“放管服”改革
■本报记者 吴頔

“上午申请，下午领证。才 4个小时就
拿到了食品经营许可证。”比法定的 20个
工作日足足节省 19天， 最近正式营业的
白玉兰广场购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忍不
住为市场监管部门的审批速度竖起了大
拇指。

这些年来，通过长期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企业、群众的办事流程已经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简化， 时限也已大大缩短。

“看上去已经到‘极限’了，还能再减吗？”

不光是各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可能连办
事群众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但答案只有一

个，必须是“能”。关键是要怎么做———只靠
工作人员的高效，显然还不够。只有流程简
化了、机制理顺了，省去一个个部门间奔波
的繁琐，速度自然就上去了。

“上海正在全力推进的‘一网通办’，就是
要以政务服务的提速增效撬动深化‘放管服’

改革、深刻转变政府职能的自我革命，从而推
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政府
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这样阐述其意义。

随着“加快实现一网通办”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这一由上海率先提出的政务服务
品牌，也从“创建年”进入“攻坚年”，推动上
海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提升企业的“发展
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

“一人一档”“一企一档”

主动推送服务善解人意
“政务服务要像网购一样便捷。”

这是上海推行“一网通办”以来一直追
求的目标。“网购” 的特色之一就是简单、方
便，如今不少老人都能熟练地自己在淘宝下
单购物了，他们操作“一网通办”，能不能也
这么轻轻松松？

去年 7月，“一网通办”总门户上线试运
行，办事人只需“一门登录”，就可以办理超
过 1400个服务事项，除了行政权力事项外，

还有“水电气”等公共服务。手机端 APP“随
申办”也提供了包括养老金、医保金、公积

金、纳税查询、信用报告、健康档案、交通违
法记录、公用事业费用缴纳等服务，实现了
办事预约的全覆盖， 通过其电子 “亮证”功
能，市民线下办事时甚至可以无需出示身份
证、居住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原件。

随着“一网通办”框架体系基本建成，政
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总门户用户数量已超
过 960万，“办事不排队，缴费扫一扫”“电子
证照让您轻装办事” 等项目受到市民欢迎，

群众和企业的使用率、好评度不断提升。

下转荩8版

■今年上半年，上海日均新设企业超过 1400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持续汇聚壮大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们全力服务特斯拉那样的大项目，

也在投入更大精力，关注初创企业的需求，哪怕它们只在孵化器里租着一
两个工位”

北斗卫星监测

“彩虹桥”
顶推到位

昨天凌晨，位于天
目路立交的北横通道
新建二期工程首座跨
越双铁的系杆钢拱桥
顶推到位，成功跨越京
沪铁路和地铁 3、4 号
线的运营区间。这项施
工使用北斗卫星系统
监测位移。钢拱桥建成
后，将连接天目路与南
北高架主线，解决永兴
路下匝道拥堵问题。

本报记者 张海峰
实习生 杨煜珅 摄孙杨 400米自由泳夺魁

获“第十金”创“四连冠”

其世锦赛个人项目夺金数和罗切
特并列，仅次于菲尔普斯

“编外选手”接班吴敏霞
不满 14岁的上海姑娘陈芋汐获 10

米台世界冠军

孙 杨 在
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均刊 6版荩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投入更大精力关注初创企业
刊 8版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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