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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得更宽 管得更严 服得更优
———岳阳市商事制度“放管服”综合配套改革纪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欢乐浪花朵朵开。
2016 年，岳阳市被省政府定为全省“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试点市。 该市随即成

立相关领导小组，围绕“放得更宽、管得更严、服得更优”，出台《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全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推行“多证合一”，实现 5 个工作日内办结领
照，为市场主体节省了时间与费用；同时，推行局所联动、同城通办的注册登记新模式，
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试行企业集群注册登记，依托互联网，实现
工商监管执法与社区网格化管理互联互通。 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占全市存续总数
19.92%，其中私企在新登记企业中占 97.3%。

在此基础上，岳阳市还开发建设市场主体许可审批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启用商事
登记经营管理自助服务系统，实现企业登记信息“双告知”智能化。 开发了“N+1”案件
管理系统，解决了县级工商、质监、食药“三合一”后行政处罚程序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推出农贸市场数字化监管系统，实现了市、区、所三级工商联动。 推行“全国一张网”应
用，实行“双随机、一公开”，已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3320 条、经营异常名录信息 6025 条，
构建起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机制。

刬却君山好 平铺湘水流
———简政放权，“减”来了新活力

徐亚平 周拥军

2 春风如贵客 一到便繁华
———监管提效，“加”来了好秩序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服务更优，“乘”来了新成效

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左三）在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指导工作。 昌言 摄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左一）
调研创业基地。 昌言 摄

省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金冬（右二），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阳芳华（右一）考察岳阳“双创”工
作。 姜滔 摄

岳阳市副市长邱虹（右）颁发全省
首张全程电子化营业执照。 姜滔 摄

▲

6 月 22 日，湖南首张“多证合一”营业执
照在岳阳颁发。 该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
许平亚（右一）为企业主颁发执照。

姜滔 摄

岳阳壮观天下传。
徐典波 摄

商事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简政放权，
即将政府的审批职能做“减法”。

6月 22日上午， 笔者第一站走进了岳
阳市政务中心， 来办事的群众熙熙攘攘，但
秩序井然，各窗口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不一
会，工商注册窗口传出笑声和掌声，原来是
正在颁发湖南省首张“多证合一”营业执照，
岳阳松柏森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有幸成
为“全省第一”，退伍回乡创业的公司法定代
表人郭明利，情不自禁地向为其颁发执照的
市工商局负责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引来
了现场众多创业者的笑声和掌声。

岳阳有戏！ 好戏连台。
改革试点之初，该市将打通“多证合一”

的瓶颈作为突破口。 市委书记胡忠雄，市委
副书记、 市长刘和生多次组织各部门调研、
会商，并经可行性研究，市人民政府决定，在
工商部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时，先期整合过
去应由工商、税务、质监、人社、统计、商务、
发改委、房产、文化和林业等部门登记、备案
的 15项事项，将“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成功
拓展为“多证合一、一照一码”，也就出现了
笔者亲眼目睹的生动一幕。

该市认真落实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
按照省级统筹的要求，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拓展了 30项整合事项，将“多证合一”改
革落到实处，让企业一照一码走天下，目前
已为 652户企业核发了涉及“多证合一”营
业执照。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唐皓峰告

诉笔者，此举虽然增加了工商等部门的
工作量，但通过“减证”实现“简政”，
用信息化给群众办事带来便利化，

以“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
腿”，推动“最多跑一次”理念

落实见效。
“多证合一”解决

了企业在部门之间少
跑腿的问题，

如何解决在一个部门内部少跑腿又摆上了
议事日程。 按照岳阳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该市工商部门一马当先， 贯通了登记注册
的电子“隧道”。 4月 18日，该市首批 10户
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在岳阳经开区工商分
局同步发放。目前已为 3428户企业核发了
电子营业执照。 依托互联网，企业登记注册
全程电子化同步推进。 该市工商部门引导
申请人通过“外网申请→工商人员内网审
核→审核结果外网反馈”，颠覆了传统的工
作模式，将过去“面对面”服务转变为“键对
键”服务，带来的是零纸张、零见面、零费用
的极大便利， 企业主最多跑一次就可领取
营业执照。6 月 9 日，年轻的创业者、岳阳新
鑫湘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鑫从岳阳
市政府副市长邱虹手中领取了全省首张全
程电子化登记的营业执照， 笔者对其进行
了回访， 小伙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工
商部门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是创业者的
福音！ ”

最大程度便利化，工商还有大招。 岳阳
楼工商分局五里牌工商所所长易智宇给笔
者介绍同城注册的“立交桥”。 今年 4 月 1
日起， 该市在中心城区全面推行工商登记
注册“局所联动、同城通办”，企业主本着便
利的原则， 自主选择在就近的工商所申请
登记，打破了惯有的集中办理、块块分割的
旧模式，开启了跨所登记、同城通办的新格
局。 目前，该市城区已通过新模式办理营业
执照 2635 户，户均缩短跑腿路程约 3.7 公
里、户均节省跑腿时间约 40 分钟、户均节
约跑腿路费约 30元。大学毕业生李力告诉
笔者，他刚开办的公司在岳阳楼区南湖边，
而家住在冷水铺，距离约 10 公里，他选择
在就近的工商所办理了注册登记， 省心省
力省费用。

有进得有出， 该市工商部门在疏通企
业退出通道工作中， 也创造了一个全省第
一。 2016 年 11 月 21 日，岳阳科德孵化器
有限公司顺利办理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
这是全省各市州中首例简易注销登记。 今
年 3 月 1 日，该市进一步推动未开业企业、
无债权债务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目前
已办结简易注销登记 237 户。

“大道至简”，围绕“简”，做活
“放”。 上述措施打通并有效拓展
了“最后一公里”，激活了沉睡的

市场动能， 市场主体呈井
喷式发展。 据市工商部门

登记系统自动统计的数据， 商事制度改革
以来，该市新增市场主体 10.38 万户，占存
续总数的 40.02%，市场主体每年增量 3 万
多户、就业岗位平均年增量 7 万余个、创造
税收平均年增量 2.23 亿元， 市场主体存续
总数达 259388户，居全省第二位。

市工商局党组书记、 局长许平亚指着
一字排开的锦旗和感谢信感慨多多：“金闪
闪的锦旗镶刻的是创业者亮堂堂的好心
情， 热乎乎的文字表达的是创业者喜洋洋
的好盼头。 商事制度改革深得人民群众的
拥护，我们做‘减法’，减的是自身的权与
利，增的是企业的利和益，这是一场刀刃向
内的革命，是政府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我
们一定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走下去！ ”

宽与严本来就是一对矛盾， 如何
抓住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到放管结合、
齐头并进？ 岳阳市政府牵头， 市文明
办、市诚信办、市工商局、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银监委等 13 个单位签署合作
备忘录，按照“谁主管谁监管”、“谁审
批谁监管”的原则，及时、全面、真实地
将市场主体的许可、 处罚等各类信息
录入“全国一张网”。 工商部门还结合
网络市场等八项专项整治行动， 实行
“双随机、一公开”。 对被录入经营异常
名录、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市场
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在政府采购、工
程招投标、“两代表一委员” 等方面受
到禁止或限制， 初步构建了“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机制。

此举牵住了信用监管的“牛鼻
子”。 截至发稿，该市在“全国一张网”
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3320 条、经营异常
名录信息 6025 条。“挥泪斩马谡”的效
果凸显， 笔者在采访中也深刻感受到
了曝光的杀伤力和推动力， 岳阳某建

设代理有限公司因没有依法向工商部
门年报被纳入异常经营名录，2016 年
10 月在投标现场被剥夺竞标资格，该
公司执行董事大半年后谈及此事仍满
脸愧疚：“社会进步了， 诚信经营是一
门必修课。 ”

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多证合一”
方便了企业的同时，也给各职能部门间
如何实现审批与监管信息的共享带来
了新的挑战。该市的做法是给监管信息
提速、提速、再提速。 市政府主导、多个
部门参与，开发建设了岳阳市市场许可
审批监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市场主体
的审批、 监管信息在全市 28个部门间
实现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同步启用
的岳阳市商事登记经营范围自助服务
系统，实现了工商部门登记信息和许可
部门审批监管信息的互联互通，推动了
部门协同监管， 提升了市场监管效能，
实现了企业登记“双告知”的智能化。目
前，通过该系统向全市各部门推送共享
信息 508552�条。

为解决县级工商、 质监和食药监
“三合一”后行政处罚程序规则不统一
的问题， 省工商局决定在华容县试点
“N+1”案件管理系统。 由岳阳市工商
部门主导，按照“由简及繁、由易及难”
原则，求同存异，将原属于 3 个部门的
行政处罚信息全程录入新的案件管理
系统， 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自动公示。 升级后的“三合一”案件
管理系统实现了案件的统一管理，大
大提升了执法效能。 该县“三合一”后
市场监管局局长傅前洲兴奋地说：“大
好事，大实事，解决了一个单位内部同
一项工作规则不统一的问题， 规范了
工作标准，提升了执法效能。 ”

农贸市场监管在全国不少地方都
是老大难，岳阳怎么办？ 装“天眼”！ 该
市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由工
商部门主导，在中心城区 48 个大型农
贸市场安装了多个高清摄像头， 联网
调度，实时监控，各市场的动态信息无
时间缝隙、无角落遗漏尽收眼底、一览
无余，实现了农贸市场的信息化监管，
该市农贸市场管理水平和效能得到了
跨越式提升。

做好服务的“乘法”，是商事制度
改革的落脚点，这也是商事制度“放、
管、服”综合配套改革成功与否的一
项重要指标。 笔者从工商等部门了解
到，目前该市企业所占市场主体总量
的比重较改革前提高了 2.03 百分
点，达 17.52%；第三产业市场主体数
量占比较改革前提高了 1.3 个百分
点，达 58.97%；民间投资热潮空前，
私营企业成为改革后投资的绝对主
力， 在新登记注册企业的占比高达
97.3%。

笔者首先来到了岳阳经开区，在
湖南海凌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多栋孵化车间异常安静，全然没有传
统企业的机器轰鸣和人声嘈杂，看到
的基本是电脑前的比比划划。 该公司
双创联盟经理刘昀羲介绍，孵化器内
的企业都是高科技公司， 涉及无人
机、环保科技、北斗导航等多个高端
领域，有“三高”特征，即人员素质高、
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这里出
来的产品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设
计图纸、产品标准等智力成果。 她还
告诉笔者，公司已由几年前的几家入
驻企业，发展到现在的近 40 家，主要

得益于市、 区两级政府的人才政策，
现在是人才留住了、 项目留住了、财
富留住了。

2015 年以来，该市推进“巴陵人
才工程”和“四海揽才计划”，与北大、
清华、浙大等高校建立人才培育合作
机制， 先后举办高级专题培训 60 余
期。 6 月 30日，笔者参加了由市工商
局组织的小微企业培训班，所聘大学
教授给人的感觉就是接地气、 对市
场、有收获。 市委组织部、财政局、人
社局、工商局等建立了帮扶联络员制
度，每年选派 500 名优秀干部和科技
人员，为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结对子
精准扶持，通过百优资助、百优扶持
计划， 重点培育了产业孵化基地、创
客空间、电子商务等。 目前，该市已建
成湖南海凌科技园等省级产业孵化
基地 5 家、市级产业基地 10 家、创客
空间 7 家，平江县农村淘宝走在了全
国前列。

岳阳县青年创业者舒丁玲滔滔
不绝地向笔者讲述了她的创业之路：
2014 年大学毕业后， 她回到家乡自
主创业，自筹资金做了快蛙女包的县
级代理， 开业两年来因资金不足，不
能及时购新货、去存货，企业原地踏
步，当时她真的好郁闷！ 今年初获得
贴息贷款 10 万元后， 企业经营状况
豁然开朗，有资金铺新货了，有底气
去存货了，企业发展了，现在她真的
好高兴！ 好感激！

商事制度改革以来，该市整合多

方资源，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搭
建了银企合作的创新创业融资平台，
市工商部门还专门针对大学毕业生、
退伍军人和返乡自主创业农民工，出
台了创新创业资金扶助计划，已贴息
为 3000 多家小微企业争取了 4.53
亿元创新创业贷款，帮助企业办理抵
押贷款 5.28 亿元， 登记出质股权
35.29 亿元， 为众多小微企业铺平了
成长之路，舒丁玲也有幸成为了其中
的一员。

胡玉林是岳阳楼区一名回乡创
业的农民工。 2010 年成立了岳阳金
足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专营足浴等
保健业务。2016 年在工商部门的指导
下，正在注册自己的服务商标“君上
御足”，逐渐有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如
今企业越做越大， 已由创业初期的 1
家店面发展为 3 家，经营面积扩大了
8倍，企业文化深得消费者认同。这是
该市打好“组合拳”，推行商标战略、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 据了
解，该市为深入推进品牌战略，市、县
（区） 两级政府每年用于商标战略的
奖励资金达 1000 余万元， 市工商部
门在各工商所建立了商标指导服务
站，提供法律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
服务，引导、帮助企业树立品牌发展
理念。 目前，该市已成功打造了一批
闻名中外、 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拥
有中国驰名商标 45 个、 湖南省著名
商标 243 个、马德里国际商标 81 个，
均居全省第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