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 湖南的南大门， 毗邻粤港
澳，因其地缘优势，得广东沿海改革开
放风气之先。

1988 年， 一个永载郴州史册的年
份， 国务院批准郴州作为由沿海向内
地改革开放的“过渡试验区”，实行过
渡政策和灵活措施。

翻开历史的档案， 从打开“南大
门”，到建立“弹性地带”，再到创建“试
验区”，郴州改革的步伐坚定、从容。

不管是价格体制、 流通体制改
革，还是投资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改
革，郴州在全省都是先行一步。

正是这先行的一步， 突破了一系
列掣肘郴州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
动了改革在更宽的作业面、 更深的掘
进区持续深化，政府活力、市场活力、
社会活力迸发。

彼时， 郴州主要经济指标在全省
排位一路飙升。 1992 年，郴州农业增加
值、粮食产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
高于全省乃至全国平均增速。

2009 年， 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渐成气候，新一轮改革大潮汹涌而至。

面对大势，省委、省政府及时出台
了《关于支持郴州市承接产业转移先
行先试的若干政策措施》，郴州再次站
在时代潮头。

打破常规，先行先试！在省委、省政
府的引领下，郴州先后制定了《加快承
接沿海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意见》及一
系列配套政策文件，为转移企业提供用
地扶持、用电扶持、用工扶持、财政扶
持、通关扶持、物流运输扶持、融资扶持
等优惠政策。

同时，启动交通大建设、城市大提
质、产业大转型、民生大改善、作风大转

变等五大工程，

筑牢经济改革基础。 短短几
年时间，郴州实现逆势突围，一跃

而起。 2012 年 GDP 达 1517.3 亿元，总
量居全省第 6 位；财政总收入达到 182
亿元，总量居全省第 5 位；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达到 119.7 亿元，总量居全省第
4 位；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跨区投
资）达到 1098.4 亿元，总量居全省第 4
位。

2015 年，《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制定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出
台，将加快建设“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形成核心引领、板块联动、极带互动、多
点支撑的竞相发展新格局。

郴州是连接粤港澳的重要纽带，
《建议》起草工作小组负责人表示，将郴
州定为“新增长极”重要的一极，既是机
遇，也是责任。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肩负起“打
造湖南新增长极”的郴州，在新的历史
时期如何行稳致远？郴州市委主要负责
人说，经济上，他们把精力和重心聚焦
到实体经济发展、产业园区建设、招商
引资上来，实现高质量、高效益、可持

续增长；改革上，坚决打破体制
束缚，充分释放发展新活

力。

先 行 先 试 释放发展新活力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
惟其磨砺，始得玉成。

改革开放 40 年来， 郴州紧扣
时代脉搏，高擎改革大旗，奏响了经济
体制改革进行曲。

据介绍，仅党的十八大以来，该市就
启动经济体制改革 61 项。 “一次办结”、
商事制度、 开放型经济走在全省前列；
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政营企对
接体制机制彰显郴州特色；价格体

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财税
体制改革屡次实现新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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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蹄疾步稳，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如果
把一项项改革新政的出台视为“小胜”，那么厘
清各类矛盾促进新政落地， 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让群众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是为“大
胜”。

10 月 8 日，郴州市政务中心人头攒动，金
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李斌拿着刚刚审批
的规划手续准备回公司。

“实行‘多规合一’以后，我只跑了一趟政
务中心就办好了规划手续。”李斌告诉我们，以
前办理规划手续要跑好几个部门，现在一个窗
口“一次办结”，方便、高效多了。

李斌不知道的是方便、高效的背后，郴州
相关部门付出了多少努力？

去年 8 月以来，郴州组织开展了两轮“减
证便民”专项行动。 将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采取申请人书
面承诺方式解决的，可通过网络核验、被其他
材料涵盖或替代的等证明“一律取消”。

截至今年 8 月， 郴州市先后取消了 1669
项政务服务证明盖章材料，其中市本级行政许
可项目减幅达 57.39%。

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处副主任颜向东介
绍，这些证明材料的取消，给一次办结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全市依申请办理的政务
服务事项中 1651 项可实现“一次办结”，占比
93.6%。

郴州的“一次办结”改革不仅是办理形式
上的改变，更是质的提升。改革后，全市“即办”
事项 1117 项，占比 67.7%，“零上门办结”事项
占 14.4%，承诺办结时限在法定办结时限的基
础上压缩了 73.1%。 该市被评为 2018 中国企
业营商环境（地级市案例）十佳城市。

“以前三天两头来回跑，还不一定办得成，
现在只需跑一次就可办好，而开通网上申办企
业后就更方便了。 ”市民李先生介绍，以前办
个营业执照至少半个月，现在 3 天以内搞定。

2014 年， 郴州在全省率先实施商事制度
改革，将涉及到的 21 个部门的 37 项审批事项
进行整合，大大节约了办证者的时间、费用。原
郴州市工商局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商事制度
改革中成绩突出单位”。

商事制度改革点燃了大众创新创业激情。
截至今年 8 月底， 郴州共有市场主体 22.2 万
户 ，其中企业 4.8 万户，比改革前增长 139%；
个体工商户 17.4 万户，比改革前增长 53%。

谋在实处，干在前头。近年来，郴州
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
一系列改革“组合拳”，除顽瘴、克痼疾、
破藩篱，改革广度、力度、深度前所未
有。

———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破
除改革壁垒。

该市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降成本、补短板”重点任务，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市商品房库存减少
668 万平方米，关停 200 余家“十小”企
业，煤炭企业减少至 70 家。

同时，实行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中小学考试招
生制度、学前教育等改革，让郴州通过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了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坚持以放管服改革为重点，释
放经济活力。

在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郴州
大力实施并联审批、合并审批、在线审
批和一次性告知， 进一步压缩审批时
限。 与之前的项目审批相比，审批时限
缩短 50%以上。

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严格按
照“五分离五规范”要求，全面完成第一
批、 第二批行业协会脱钩试点工作，注
销 22 家行业协会， 撤销 7 家，62 家已

与业务主管单位实行脱钩。
同时，积极推进“诚信郴州”建设，

完成了“信用郴州”门户网站和市级平
台建设并上线运行，实现了与省级信用
平台的互联互通，初步构建了以信用承
诺、联合奖惩、信息公示为核心机制的
信用监管体系。

———坚持以开放创新改革为抓手，
全面深化改革。

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按照“清理退
出一批、重组整合一批、发展壮大一批”
的总体思路，推进市属国有企业深化改
革。

同时， 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取
消专项收入专款专用规定，对城市维护
建设税、排污费、水资源费、教育费附
加、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使
用费和价款等收入实行收支脱钩，根据
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不再与部门利益直
接或者变相挂钩。

为了振兴实体经济， 郴州下发了
《关于加强园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
的意见》、《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发展的
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快产业园区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发展目标、产业定
位等九个方面提出了“二十条”支持园
区发展的政策文件。

为了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郴

州创新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推进招商引
资质效齐升，严格招商引资专项绩效考
评，考评结果实行“一票否决”。

在推进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时，将
房产、林业部门分别承担的房屋、林木
等不动产登记的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国
土资源部门， 成立不动产登记中心，将
不动产登记事务性职责整合划入不动
产登记中心。

据介绍， 郴州市安排的 61 项经济
体制改革，目前已完成 53 项，另外 8 项
正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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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8
月底， 郴州共有市
场主体 22.2 万
户，其中企业 4.8
万户， 比改革前
增长 139%；个体
工商户 17.4 万户 ，比
改革前增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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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政务中心在依
申请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
中 ，有 1651 项可实现 “一
次办结”，占比 93.6%。

郴州市城区。
王槐普 摄

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 罗徽 摄

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罗 徽 摄

市民正在办理税务登记。 罗 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