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标先进补强长板
亮点频出勇争一流

重点调度补齐短板
各项指标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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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下午，长沙临空国际贸
易合作推介会在上海举行。华远集团
临空国际高端商务区项目、安必信—
井贝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等 12 个优
质项目成功签约落户长沙临空经济示
范区，总投资额达116亿元。

长沙县作为湖南省“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的主战场之一，积极融入国家
战略，着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呈
现出跨越赶超的良好态势，营商环境
优良。跨境贸易与获得水电气、企业
开办和注销、知识产权保护等四个营
商环境评价指标名列全省前茅。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长沙县根据省市重
点攻坚改革的工作要求，回应企业诉
求，对标先进做法，对这些长板指标进
行优化再巩固。

抢抓跨境电商发展窗口期。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外经外贸竞争新优势
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国际市场开拓、
外贸破零倍增、外贸综合服务等十个
方面予以支持，发放补贴资金 130 余
万元；引导企业“破零倍增”，抢抓跨境
电商发展窗口期，对接海关探索跨境
监管新模式，提升通关效率，巩固提

升“1210”进 口 业 务 ，拓 展
“9610”出口业务。

水电气报装效率再
提升。获得用电方

面，高压客户业扩
平均接电时长

压缩至 45 个
工作日内，

同比下降
25.5%

。连续两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10%，全面落实非高耗能客户享受95
折电价优惠政策。获得用水方面，采
取电话预约、精减申请材料、缩短工作
时限等举措，将报装材料压缩至 2 件
以内，用水业务环节压缩至3个以内、
工作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获得用
气方面，压缩用气接入报装业务环节
至 2 个，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在
燃气价格上给予优惠，实行“欠费不断
供”措施。

企业开办、注销再提速。长沙县
以政府主动服务做“加法”，便利企业
做“减法”，持续推进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改革，对接杭州 7410 标准，简化流
程材料，形成长沙县 7310 模式，实现
企业设立4个小时，公章刻制半小时，
企业开办0成本。

强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
护。出台《长沙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聘请4家知识产权事务所
免费为中小微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培训
服务，营造一流创新环境和营商环
境。全县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27.5件，远高于全省6.77件的平均
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长沙县坚持精准方略，对标国际
先进标准和先进地区，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不贪一时之功，务求长久之效，
坚定信心，让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大大上升。商事登记主体增幅连
续 5 年保持在 20%以上，疫情期间全
县市场主体数不降反升，达到14.13万
户，同比增长19.49%。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长沙县这
些年在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
排名中不断争先进位，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我们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它提升了企业投资的信心，让他们更
看好长沙县的发展。”长沙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长沙高铁新城
党工委书记沈裕谋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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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优化营商环境真抓实干优化营商环境，，长沙县这样干长沙县这样干

上午拿证、下午开业，这是长沙
县私营业主夏轩的真实经历。他在
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件事
一次办综合窗口”提交齐全资料，当
天上午就领到了营业执照、公章、税
务登记和卫生许可证，高效的办事
效率让他惊叹不已。

“以前至少半个月，现在一次办
妥，省时省力，方便许多。”夏轩开心
地说。这不是她第一次开店，以前
准备相关资料走完流程，至少需要
半个月以上，现在却只要几个小时。

这是长沙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动行政效能提速的一个侧
影。今年以来，长沙县根据2019年
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对政务服务、市
场监管、执行合同、办理破产和政府
采购等短板指标进行重点调度，为
企业提供更优更好的营商环境，成
绩喜人。

行政效能加速度，政务水平不
断提高。持续深化“就近办、网上
办、减证办、帮代办”、“最多跑一
次”、“四即”改革，梳理政务服务事
项。与2019年相比，网上办比例由
97%提高到 99%，可通过移动端查
询事项数量由 1095 项提高到 4830
项，清单发布比例由 94.3%提高到
99.7%，就近办比例由32.1%提高到
41%。建立“24 小时不打烊政府”，
1301 个事项 7 天 24 小时均可在自
助服务区办理。

加强市场监管，严格规范涉企
检查。深化行政执法改革，设置“行
政执法局机关+18个镇街执法队及
1个直属执法队”的县域全覆盖执法
架构，疫情期间出台一次上门全面

“体检”，实行打捆检查，减少入企检
查频次，罚款可分期或延期缴纳等
六条硬举措助力市场主体复工复
产、复商复市。强力打造“24·30”

（24小时全天接警，30分钟到达）全

天候执法圈，开创“主动做到、随叫
随到、不叫也到、处置周到”的执法
新模式，及时回应民声关切，维护公
平正义市场环境，再造全国行政执
法改革新标杆。

建好智慧法院，切实提高工作
效率。建立“互联网+诉前调解”机
制，设立诉调对接工作站，推行当场
立案、网上立案、自助立案、跨区域
立案相结合的便民立案机制；实行
繁简分流，对僵尸企业采用简易审
理程序，在依法清算后果断清出，对
具备市场价值和挽救可能的困境企
业，则通过适用重整、和解程序进行
积极挽救。

全流程电子化，政府采购创新
升级。全面推广电子卖场采购模
式，集中采购目录内商品全面实现
电子化采购；实现政府采购电子招
投标和公开招投标项目电子开评
标，实现评审专家共享共审，通过文
件形式明确采购结果的确认和签订
合同时限，实现合同签订的全流程
电子化；正式启用信用评价功能，
实现政府采购合同公开、在
线备案，建立县纪委、巡
查、审计和财政实行
联合惩戒的工作
机制，开通网
上 投 诉 通
道。

今年3月，在长沙县招标采购事
务中心开标大厅内，随着工作人员从
摇号机中将三名中标候选人抽出，招
标人代表签字确认，长沙县首个电子
化简易招标项目完成开标。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次现场开标，招投标双
方“零见面”“零跑腿”，全程视频记
录。

疫情期间，县招标采购事务中心
按照“疫期不见面、服务不中断”的工
作理念，结合建设工程简易招标工作
的实际需要，制定了电子化简易招标
文件范本，全程采用电子化招投标方
式，确保建设工程简易招标项目服务

“不断档”。
今年以来，长沙县针对建筑许

可、纳税、招标采购等7个方面的平板
指标，采取多项措施，在现有政策和
做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优化
升级。

推行多证合一，压缩建筑许可办
理时间。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多、
审批时间长，一直是困扰行政审批改
革的一大难题。长沙县在政务中心
设立测绘业务现场受理窗口，将竣工
验收阶段的地籍测绘、规划测绘等测
绘事项纳入“多测合一”；全面落实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办理时间缩短
为5个工作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办理时间压缩至1-3个工作日。
“非接触式”办税，持续落实减税

政策。依托电子税务局、自助办税终
端，推进“非接触式”网络办税服务，
90%以上的涉税服务事项实现网上
办理；扩大发票领用和发票代开“网
上办、自助办、邮寄送、线上签”覆盖
面；持续落实国家、省、市各项减税政
策，全县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9.78 亿
元。

建立“绿色通道”，提高招投标透
明度。疫情期间，长沙县全力支持和
保障各类招标采购工作，对涉及国计
民生及企业生产经营急需的项目，建
立“绿色通道”，确保建设工程简易招
标项目服务“不断档”；严格审查招标
公告和招标文件，提高招标采购透明
度，外地企业中标率接近80%。

金融保障有力，解决融资难贵问
题。制定出台《长沙县政府投资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规模为20亿元的政
府投资基金，举办5场银企对接会，达
成授信 60 亿元，化解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县法院、检察院建立专班负责
审理金融类案件，建立法院、仲裁机
构、公证机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联
动机制，出台《长沙县关于进一步健
全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机
构及工作机制的通知》，处置8起涉嫌
非法集资的行政处置案件。

周小雷 邓剑侠 彭 华 田王兵

今年6月，新华社一篇《湖南长沙县不盖商品
房盖厂房，“舍弃”100多亿元发展制造业》的文章，
被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纷纷转载广泛传播，产

生深远影响。在上半年疫情肆虐经济下滑的态势
下，长沙县人民政府主动申请将近5000亩房地产
用地调整规划为工业用地。这一调整，长沙县财政
减收土地出让金100多亿元，但一批先进制造业项
目有了发展空间。

这是长沙县真抓实干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写
照。近年来，长沙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将优化营商
环境、减轻企业负担、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作
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的重要措施，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消除制约企

业发展的各种障碍，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动
力,县域营商环境得到长足的进步。在赛迪顾问公
司组织的2019年全国百强县营商环境评比中，长
沙县位列全国百强县第十二位，中西部第一位。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久久为功、持续用力的
过程。2020 年，长沙县对标对表先进地区先进指
标，出台长沙县营商环境指标长制度和行动方案，
形成优化营商环境指标提升任务书、时间表、路线
图，通过周调度、月通报、季讲评工作机制，着力补
齐短板、补优平板、补强长板，强力推进营商环境
指标优化。

夯实基础补优平板
推陈出新再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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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远大科技集团远大城。

蓝思科技成立全省首个驻企人民调解工作室。盛磊 摄

三一云谷企业服务中心。曾诗怡 摄

（远大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