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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区

内蒙古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打造让企业更方便的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余 健 通讯员 李宝乐

开发“最多跑一次”效能管理系

统，让企业更方便；建立院企对接机

制，推动科研单位和高校与企业建立

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开展新产品研发

和高新技术突破；对准企业发展遇到

的难题，制定完善政策措施……通过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内蒙古包头国家

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吸引了大量

优质企业、项目和人才，有力推动了高

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哪里营商环境好，人才就往哪里走，
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建。近年
来，内蒙古包头国家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培育发展沃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优
质企业、项目和人才汇聚，有力推动了稀
土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标准化政务服务 让企业更方便

“我们推行当场办结、一次办结、限时
办结等，实现集中办理、就近办理、网上办
理、异地可办。大数据时代，网上办理成
了我们提高政务服务效率的首选。”包头
稀土高新区政务公开办主任骆东升说。

2017年5月份，包头稀土高新区被列
为全国100家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
化试点单位，以此为契机，包头稀土高新区
探索出了一条标准化政务服务的新路径。

“我们自主研发了‘最多跑一次’效能管理
系统，真正把方便送给企业。”骆东升说，该
系统覆盖了包头稀土高新区市民大厅所
有审批事项。一旦出现窗口人员问题解
释不清、办件不及时或办事群众因同一件
事两次甚至多次来到市民大厅等问题，办
事群众可通过一个“平板呼叫器”录入评
价意见，这些信息会直接进入后台统计系
统。后台每天都会统计数据，并以“一人
一档”方式建立绩效档案，对窗口人员实
行动态绩效管理。相关部门查明原因后，
将对窗口人员问责，并将此项内容列入年
度目标考核，以进一步增强工作人员的自

律能力，提高窗口办事效率。
同时，在市民大厅还搭建了网上办事

大厅、微信、手机审批APP平台；对业务量
大、群众关注度高的事项开通自助服务，
极大地方便了办事企业和群众。

创新服务模式 加快成果转化

“促成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需要克服
‘水土不服’‘不接地气’等问题，这就需要
政府建立畅通有效的政企沟通机制，采取
多种方式及时听取市场主体在科技创新
方面的反映和诉求，在鼓励和支持市场主
体拓展创新空间方面有的放矢。”包头稀
土高新区工信安监局局长吴铁山说。

近两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建立院企
双向对接机制，搭建技术合作桥梁，推动
中科院、上海交大与当地企业建立长期稳

定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已推动中科院
相关院所与金蒙汇磁、长安永磁等骨干企
业联合建设了永磁材料表面防护、稀土永
磁电机、稀土镁（铝）中间合金等5个研发
中心，全面提升了稀土材料产业的科技创
新能力和支撑服务能力。

“发挥科研人员作用的最好方式是让
他们自己创业。”吴铁山说，为破解科技成
果转化缺乏承接载体、项目没有实施场所
等难题，包头稀土高新区建立了基地承接
项目机制，规划建设了中科院2号产业基
地和上海交大包头新材料产业园，为两大
院所科技成果中试和产业化提供独立的
专用成果转化基地。目前，新型稀土镁镍
基储氢合金电极材料生产示范线、年产5
万个伺服电机产业化等8个项目已进驻
中科院2号产业基地。首批年产500吨稀
土钛合金产业化项目、年产1000吨高纯

氧化铝产业化项目等8个项目已经进驻
上海交大包头新材料产业园。

完善政策措施 护航企业发展

“在制定政策时，我们对准企业发展
面临的难题，下大力气解决融资难、成本
控制难、转型升级创新难、扶持政策落地
难等问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包
头稀土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闫斌说。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依托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建立起“政府搭台、社会
参与、企业受益”的服务企业机制，扶持精
细化、培训系统化、融资多样化、创新导向
化，让驻区企业释放出巨大发展潜力。

此外，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难点、
焦点、堵点、痛点问题，包头稀土高新区先
后出台促进主导产业健康发展8条、科技
创新20条、鼓励总部经济发展10条、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条等政策措施，
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难题，降低生产
经营成本，营造公平竞争环境。2019年，
仅推行税收优惠政策，就累计为企业减免
各类税收近10亿元。

目前，需要贷款却找不到担保人，是很
多企业的融资“痛”点。为此，包头稀土高
新区多次召开银企对接会，通过与11家银
行、担保、证券等机构合作，为100多家工
业企业提供债券、信贷、股权等方面的金融
服务，并推出税贷通、科技贷、助保贷、快捷
贷、小微易贷、创业贷等多种信贷产品，40
多家企业融资申请额达到7200万元。

强化政企联动 推动复工复产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严密部
署、科学统筹、提前预判，在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制度措施严格落实的基础上，有序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切实为企业解决开工复
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效稳定了区域经
济和企业发展。

同时，包头稀土高新区专门成立了工
业领域疫情防控工作组，235名工作人员
全部下沉企业，把防控机制到位、员工排
查到位、来包人员隔离工作到位、设施物
资到位、内部管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执
行指令到位“七个到位”作为重点要求，指
导服务企业开复工。要求企业认真落实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把消杀防范、就餐管
理等各个环节抓细抓实，坚持安全可控、
分步实施，尽快让生产线开动起来，抢占
发展先机。截至目前，高新区102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已开工复工101家。

“目前，我们公司的订单都排满了，
产能也没问题。只要员工回得来、原料
供得上，我们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目标
完全有信心实现。”惠科集团副总裁助
理王成兵在广西北海工业园区税务部
门复工复产专题调研时说。

北海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
经济发展局局长林宁告诉记者，园区税
务局重大项目复工复产专班团队在了解
到惠科集团的难题后，立即启动了重大
项目全天候服务机制。“北海税务部门向
我们宣传了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
策。根据政策，我们公司可减免社保缴
费105万元。不仅如此，他们还为我们
加速办理了退税。2月份我们获得退税
247万元，极大地缓解了现金流压力。
税务部门还通过税务大数据分析平台，
靶向服务，向我们的上游企业推送了公
司急需的原材料相关信息，帮我们打通
了原材料供应链条。”王成兵说。

近年来，广西北海工业园区不断完
善服务，先后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十条
禁令”和“十条措施”，落实《为入园企业
提供直通车服务若干规定》，推行园区
企业设立登记1天办结、“最多跑一次”
等改革，确保政务服务环节“瘦身”、效
能“提速”。

为帮企业解难题，园区管委会成立
了联系服务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对
全部175个重点项目实行责任分解，形
成“领导包片、责任到人，服务全覆盖”
的工作格局。包干服务采取“一周一联
系、半月一汇总、每月一走访”方式，收
集和听取企业问题或意见建议。

为适应园区企业高速发展需要，园
区还开展了预约上门服务。当企业遇
到规划、环保、金融等方面问题时，可提
前预约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上门指导。

“我公司因部分关键证照丢失、过期
等问题，10余年一直无法办理不动产权

证，严重影响了企业融资。去年，园区相
关领导了解到情况后，主动与相关部门
沟通，仅用1个月时间就帮我们办理好
了不动产证，为我们解决了长期想解决
却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北海市快迅达机
械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华安说。

精准服务得到了回报。2019年，
北海工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
全市的三分之一；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造业产值占全市的85.15%；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40.08%；其他营利性服务业
营收同比增长155.14%；核心产业税收
同比增长26.6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66%。

“2020年，园区将继续大力开展营
商环境优化改革，倾听企业心声，使园
区招商引资竞争力和发展软实力得到
进一步提升，为实现园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北海工业园区
管委会主任韦宏说。

广西北海工业园区：

政务服务环节“瘦身”、效能“提速”
本报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本报讯 记者管斌报道：日前，在济南国际医疗科技园，济南市中
心医院分别与奥林巴斯、佳能医疗、三星医疗、贝朗医疗签署合作协
议。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郑德雁表示，济南国际医疗科技园合作项
目集中签约，将为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建设发展注入新动力。济南将
以最开放的姿态、最优惠的政策、最优质的服务，为各方合作、项目落
地建设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奥林巴斯以医疗、映像、科学三大产业为支柱，已发展为一家卓越
的光学科技企业，奥林巴斯内窥镜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佳能医疗为知名医疗设备制造企业，产品包括CT、MRI、DSA、超声、X
线等影像、生化检验设备，并在基因诊断和医疗信息化方面进行开发
和产业布局。三星医疗致力于临床高端医疗设备研发和制造，产品涉
及超声诊断系统、临床检验系统、放射系统等领域。德国贝朗医疗集
团始创于1839年，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医疗设备、医药制品以及手术
医疗器械供应商之一。

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

为招商引资注入新动力

包头稀土高新区，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工人在操作激光切割。 (资料图片）

“2019年10月份，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加大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作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我们此次发布
的《办法》就是旨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引领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速高质
量发展。”南沙区副区长刘朝阳表示。

据介绍，《办法》覆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
条。在保护方面，集合调解、仲裁、公证、行业协会自治等多种非诉纠纷
解决机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设立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加大行
政处罚力度，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信用评价、诚信公示和失信惩戒机制，
切实增大侵权违法成本；针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运用的难点，《办法》支
持搭建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推动优质科技项目落地扎营、协同
研发、产业整合，鼓励知识产权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知识产权保险、知
识产权及其衍生债权证券化的创新探索。

据了解，自贸区挂牌5年来，南沙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以
知识产权保护加速高质量发展，构筑起贯通政产学研商的完整创新生
态链。5年来，南沙累计申请专利33277件，年均增长52.8%，专利授权
17275件，年均增长49.6%；累计申请商标86293件，年均增长86.5%，
商标注册41536件，年均增长118.9%；累计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
件108宗，涉案价值约3.5亿元；累计受理知识产权案件6288宗，审结
5292宗，涉案标的达9.8亿元。此外，近年来南沙海关着力打击进出口
环节侵权行为，开展跨关境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查扣侵权货物34.77万
件，销毁侵权货物总量达14.17万件。

据介绍，对应《办法》在运用、保护和服务领域规定的各项改革举
措，今年南沙将加快推动各项知识产权项目落地，重点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平台、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中小微企
业知识产权托管3个品牌项目，多措并举加快提升知识产权促进和保
护能力，着力打造南沙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新生态。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平台将围绕知识产权
创新空间建设、创新要素集聚、交易平台搭建、人才队伍培养、运营与保
护服务、高价值专利转化及孵化多点发力，并上线全国首家设计版权交
易云服务平台，实现艺术设计作品、人才与产业创新需求精准对接，构
建覆盖孵化育成、评估认定、转移交易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生态系统。
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项目将探索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
务网络，与不少于10个国家、40家国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组建海外维权专家库，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海外专利布局建议和海
外专利纠纷应对服务。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平台将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托管服务，覆盖专利商标数据管理、专
利商标年费监控与提醒、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专利信息推送等方面，减
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并逐步将服务范围辐射至珠
三角地区，积极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微企业知识产
权托管中心。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构筑创新生态链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辛文鑫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办法》日前发

布。《办法》覆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聚集

一系列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举措，为知识

产权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制度保障，助力构筑完整的创新生态链。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赵英虎
报道：日前，大连自贸片区推出《大连片区
创新类研究性课题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
法》。该《办法》在改变了政府采购项目自然
人无法投标的同时，还将政府采购项目招
标由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增强了政府
采购项目招标的科学性、实效性、精准性，

对提高政府投资项目质量、优化政府财政
资金使用效率都有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

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
任务。大连自贸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连片区按照自贸试验区建设“大胆闯大胆
试自主改”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坚持
质量优先，适应创新理论研究的新需要，

研究制定了《大连自贸片区创新类研究性
课题的招标工作暂行办法》。

据介绍，这一《办法》将科研创新的全
过程都纳入到招标环节中。采购人根据
课题招标的实际需要，可以采用“开题”

“结题”两个阶段招标的方式。第一阶段
招标，主要是针对各投标人对招标课题的

研究指标、研究方案、初步研究成果等内
容的“开题报告”，经评审后选出不少于两
家备选投标人。第二阶段招标，备选投标
人提交完整的课题研究成果即“结题报
告”，由评委作出评审后，最终确定中标
人。对于没有中标的备选投标人，采购人
将根据项目情况给予一定补偿。

《办法》还对招标文件的内容作出了
规范，强调“结题报告”评审要优先考虑可
行性和创新性，强调可行性在前，创新性
在后。并明确了招标价格确认方式，即通
过专家评审确认招标价格。同时，强调达
到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科
研课题，需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大连自贸片区：

自然人可投标政府采购项目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程
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7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6
批准成立日期：2020年03月1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程大道91
号、93号、95号1层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同辉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4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9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逸都路 6
号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水杉
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91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60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3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水杉街176
号、180号商铺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9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朝阳
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78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69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8月06日
住所：四川省蒲江县鹤山街道335号附
1号1栋1单元1层1号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15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航空
港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27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3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04月1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
锦华路二段 120、122、124、126、128、
130号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十二
桥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58
批准成立日期：1995年12月15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十二桥路12号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18日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英文名称：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hina) Limited Chengdu
Branch
机构编码：B0048B251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16062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3月2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三段
1号国际金融中心一号办公楼18楼单
元1、7、8、9、10、11及12
发证日期：2020年03月25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