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袁海南正加快自贸港建设袁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遥但对标国内一流水平营商环境的要求袁与企业和
群众期盼相比袁海南还有许多功课要做袁还有不少短
板待补遥

营商环境好不好袁企业说了算遥 省委尧省政府高
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袁2021年 2月成立省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专班遥 为及时收集解决市场主体遇到
的各类问题袁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推出了野营商
环境问题受理平台冶遥
省政府副秘书长尧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办

公室主任张相国表示袁 营商环境问题受理平台是
市场主体反映问题尧 提供线索尧野吐槽冶 投诉的地
方曰是省工作专班收集市场主体意见和建议的重要
平台曰是推动构建野亲冶野清冶政商关系尧畅通政府和市
场主体沟通互动的重要桥梁遥

张相国举例说袁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曾收
到个别企业反映袁 农民工工资支付系统上线后需额
外采购设备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存标准过高袁工程
进度款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比例过高袁增
加了企业负担遥 省工作专班分析后觉得这不是个别
企业的个案问题袁便到更多企业进行调研袁并对标国
家政策要求和兄弟省份经验做法袁 提出改进我省农
民工工资支付制度的建议袁 并形成调研报告呈报省
领导遥 海南相关部门研究起草并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叶贯彻落实掖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业的实施
意见曳袁还出台了 10个配套性文件袁在减轻企业负担
方面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举措遥
上述案例并非个例遥 据了解袁截至 2022年 6月

17日袁 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共受理该平台问题
线索 3834件袁办结 3085件袁办结率超 80%遥

优化营商环境涉及部门多尧触动利益深袁要下决
心尧出重拳尧下猛药遥 近日袁全省野查堵点尧破难题尧促
发展冶活动第四次推进会召开遥 这场会议以野病例讨
论会冶的形式袁聚焦儋州对外籍涉疫货船应对处置不
当尧 三亚对出让未修复垃圾填埋地产生纠纷长期不
解决尧 万宁在审批渔业示范园项目过程中作风不严
不实等 3个典型病例袁各有关部门尧市县敢于野揭短
亮丑冶袁直面问题尧找出弱项尧补齐短板袁举一反三提
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遥
据悉袁我省将定期召开野病例讨论会冶袁遴选典型

野病例冶袁解剖麻雀尧举一反三袁推动野查堵点尧破难题尧
促发展冶活动走深走实遥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持久战袁没有完成时袁只有

进行时遥 日前袁叶海南自由贸易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行动方案渊2022要2025 年冤曳印发袁提出 7 大项共
35分项措施袁并发布一批优化营商环境野领跑行动冶
和重点任务清单遥 未来袁海南将以更大力度尧更加务

实的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袁 让千军万马的市
场主体轻装前行袁 在优良的发展环境下快速成
长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遥

强基解困破难 海南打出野组合拳冶直击营商环境痛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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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遥 发
挥法治固根本尧稳预期尧利长远的
保障作用袁 对于促进投资具有重
要意义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标志性的
亮点之一袁 是赋予海南更大的立
法权限遥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颁布
实施以来袁海南制定尧实施多部与
市场主体息息相关的法规袁 打造
公平尧透明尧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袁
为投资添保障袁让投资更安心遥

野新官不理旧账冶尧拖欠工程
款尧野融资难冶野融资贵冶尧 监管执
法标准不一尧 一证难拿噎噎这些
事关营商环境的问题袁 直接损害
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遥 为提供有
力的法规遵循和重要的法治保
障袁叶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曳 聚焦我省营商环境建
设中的堵点问题袁 从优化市场环
境尧政务环境尧法治环境等方面作
出规范遥 如袁 针对 野新官不理旧
账冶 问题袁叶条例曳 规定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履行向市场主体依法
作出的政策承诺尧 依法签订的合
同以及司法机关作出的生效裁
决袁 不得擅自变更政策承诺或者
合同曰不得以政府换届尧相关责任
人调整等为由不履行曰 对未依照

规定履行承诺尧 合同或者不履行
生效裁决的袁应当限期解决遥

叶条例曳还对标国际高水平规
则袁 规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推动
构建野拿地即开工冶的建设项目管
理机制曰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尧一
件事一次办尧 证照联办等便利化
审批方式遥

叶条例曳施行后袁效果显著遥
野营商环境快速优化冶作为自贸港
建设野十个显著变化冶之一写进了
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工作报告遥
举个例子来说明遥比如袁三亚

针对因企业原因导致的房产证办
证难问题袁实行野证缴分离尧办证
分离冶袁 为 1437户房屋业主解决
了 10 多年未能办成不动产登记
的难题遥 同时梳理 17 个类似项
目袁野一揽子冶解决办证难问题遥
除了 叶条例曳袁 海南紧盯优

化营商环境急需推进立法袁制定
了叶海南自由贸易港社会信用条
例曳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曰叶海
南自由贸易港反消费欺诈规定曳
维护市场秩序尧叶海南自由贸易
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曳保护知识
产权噎噎为打造法治化尧 国际
化尧便利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强
法治保障遥

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影响袁聚
集性和接触性的服务行业尧 基础
比较孱弱的工业尧 回款不畅和资
金紧张的中小企业袁 如何渡过难
关尧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钥
从减税降费到金融支持尧从用

好政策杠杆到野真金白银冶为企业
减负噎噎今年以来袁海南出台了一
系列助企纾困政策袁 为企业送上
野定心丸冶野暖心衣冶和野强心剂冶遥

对海南而言袁 因工业基础比
较薄弱袁服务业在外商投资尧整个
经济总量尧经济增长贡献尧就业尧
消费中的比重都很高遥 为应对服
务业面临的严峻形势袁4月 19日袁
海南省发改委等 21 个部门联合
印发了 叶海南省进一步促进服务
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
办法曳袁帮助服务业困难行业降成
本袁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遥 其中袁针
对服务业领域所有行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袁提供野三
减两补一支持冶纾困扶持遥

受益于自贸港政策袁 海南工
业投资增速连续位居全国前列遥为
了呵护好这一发展态势袁4 月 25
日袁省发改委尧省工信厅出台叶关于
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行动方
案曳袁 加大对工业企业融资支持力
度方面袁 引导辖内金融机构继续

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袁 对地方法
人银行按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
的 1%提供激励资金等遥

针对面临回款不畅尧 成本高
企尧资金紧张的中小企业袁4月 25
日袁省政府出台叶海南省进一步为
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的措施曳袁提
出 2022 年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
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
3个月租金袁疫情严重地区可减免
6个月曰对受疫情影响尧缴存公积
金确有困难的企业袁 可申请缓缴
公积金或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最
低至 5%遥
此外袁叶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

济大盘行动方案曳实施袁对小微企
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100 万元至
300万元部分袁再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曰 发放 2000万元离岛免税购
物满减消费券曰 开展餐饮购物旅
游消费回补行动袁 完成 1亿元消
费券发放袁 适时再追加发放 1亿
元消费券等遥

当前形势下袁 海南推出的一
系列利好政策持续加码升级袁举
措服务靠前发力尧适时加力袁让政
策野红利冶更快直达市场主体袁使
企业有底气尧有劲头渡过难关袁提
升抗风险能力袁激活发展潜能袁实
现平稳健康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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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核心任务和关键所
在遥 环境如水袁企业如鱼曰放水养
鱼袁 水多鱼肥遥 哪里的营商环境
好袁企业投资就往哪里走袁哪个地
方的发展就会更快更有活力遥

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袁吸
引各类资本在海南野筑巢冶钥 近年
来袁海南以企业需求为靶点袁拿出
优化营商环境的真招实招袁 强基
解困破难袁打出野组合拳冶直击营
商环境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袁 进一
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遥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强 基

出台助企纾困政策解 困

精准服务助企解难破 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