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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审批，
设“倒计时”闹钟

在 130 项典型经验做法中，有 20 多项涉
及深化“放管服”改革。在让办事便捷方
面，各地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刘女士，为新办
企业办手续，只用了1天。

在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新版企业联办专
窗前，刘女士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扫描二
维码，下载 App。在办理完工商业务后，只
需输入所在单位的营业执照识别号，按照相
关提示填写内容，然后静待审批即可。

“照章户税”4 大项办下来只用了一上
午，这让刘女士惊喜不已：“原来最快需要
20多天，现在一天就能搞定。”

刘女士只用了 1 天时间，而四川省泸州
市的李祖彬，亲身感受了“1小时办结”。

在位于泸州市的中国 （四川） 自由贸易
试验区川南临港片区，办理企业设立登记的
李祖彬有些不敢相信，以前办理企业设立登
记需要3—5天，现在只需要1小时。

泸州市探索试行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
建立“3 张清单”，即 《1 小时办结清单》 14
项、《3 小时办结清单》 9 项、《6 小时办结清
单》 19项。通过改革，列入企业开办小时清
单的事项，实现了最长6个小时办结，最短1
个小时办结。为了倒逼工作人员提升办事效
率，川南临港片区综合服务大厅里还设置了

“倒计时”闹钟。
审批“加速度”的背后，是各地优化政

务服务的探索。
“两不见面”，这是河北省邢台市实施的

一项改革，即市场主体、项目单位不与职能
部门见面，不与征地、拆迁等相关方见面。
通过“线上一张网”，让数据多跑路，企业

“零跑腿”。
不见面怎么办手续？邢台市清河县开通

“掌上办证”业务，在过去办理营业执照时，
所有股东不能及时到现场签字成为延时办理
的主要原因。现在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掌上
办证照”App，然后用手机进行录像、电子
签名即可。有了这种“远程面签”，营业执照
可以随时随地办理。

“不见面”成为不少地方创新审批模式的
方向。在此次被表扬的 130 项典型经验做法
中，吉林省长春市将当地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总结为“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人”。

企业办事的痛点被总结为“一长四多”，
即时间长、盖章多、中介多、收费多、材料
多。“不见面”极大方便了企业办事，但是，一个
部门审批完另一个部门再审，时间自然就会拉
长。于是，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变“分散审”为

“联合审”，变“接力走”为“齐步跑”。
江苏省淮安市的“数字化联合审图”受

到了表扬。据了解，淮安市在市政务中心开
辟了1500平方米设立联合审图中心，组织规
划、住建、消防、人防、气象等部门工作人
员和审图专家集中办公，对投资建设项目进
行并联审查。这样一来，审图时限由原来平
均 85 个工作日缩短至目前 7 个工作日左右。
自系统建立以来，已为企业节省3000多万元
费用。

转型升级，
告别“煤都黑”

在 130 项典型经验做法中，不少是在转
型升级方面的探索。

最近，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经济开发区的
安徽相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里，技术人员正
忙着对新研发出的陶铝材料活塞进行调试。

“这款活塞经过性能比测显示，其微观结构、
疲劳强度、抗拉强度等指标，已经达到国际
一流的活塞产品水平。”上海交大教授王浩伟
说。目前，陶铝新材料已经应用于航天航
空、汽车轻量化、轨道交通等多个领域。

在此次通报表扬中，淮北市是“积极扶
植新兴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而
陶铝新材料产业正是淮北市转型发展的成功
典范之一。如今，这座曾经被戏称“除了煤
电酒，什么都没有”的城市，成功实现由塌
陷“煤城”向创新“美城”的嬗变。

同样因资源枯竭而走上产业转型之路的
还有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七台河市培育发展新兴替代产业，把石
墨新材料产业作为支撑转型发展的主导产
业，依托高新区，统一规划了石墨新材料产
业园区和生物发酵产业园区，并充分发挥域
内石墨资源储量丰富的优势，打造“中国石
墨烯小镇”。这座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城
市，构筑起新型“碳”产业体系。

环保也倒逼很多地方走上了产业转型

之路。

开元化工是一家坐落在湖北省枝江市城
郊的精密化工企业。为化解“化工围江”的
污染难题，开元化工响应政府“关改搬转”
的要求，搬家入园，但发展缓慢。

经过充分调研后，开元化工成功找到转
型方向：引入锂离子电池研讨专家，延伸工
业链，实施转型升级。预计 3 年后，枝江市
锂电池产业将突破百亿元产量，有望成为湖
北最大的锂电新能源出产基地。

与枝江市曾面临同样困境的还有山西省
大同市。

为改善“煤都黑”的空气状况，近年
来，山西省大同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
发展绿色清洁能源。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大
同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320万千瓦，占全省的1/3，大同已成为国家
新能源示范城市。正如通报表扬中所说：山
西省大同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
实现从“煤都黑”到“大同蓝”。

建医联体，
患者向基层回流

在 130 项典型经验做法中，民生领域的
创新不在少数，其中很多是有关医疗改革的
经验做法。

如今，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万安镇中心

卫生院就诊者不断。“以前这里看病条件差，
拍个片都要坐 1 个多小时的汽车去县医院。”
将乐县万安镇万安村村民杨大姐说。

改变发生在2017年，三明市推进医联体
建设，实现当地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配置
与县级医院同步。

在被表扬的典型经验做法中，有 3 项与
医联体相关。所谓医联体，是将同一个区域
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打破行政性组织
架构的约束，从而使医院之间能够开展密切
的医疗协作。

杨大姐正是医联体建设的受益者。将乐
县整合全县各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成了
将乐县总医院，统一进行人事和财务管理。
万安镇中心卫生院也有了医学影像检查室。
在这里拍摄的影像检查资料第一时间通过网
络传回县总医院，然后由县总医院放射科的
医生及时作出诊断。

医联体建设作为医改工作重点之一，正
在全国加速推进，各地也在实践中创新了具
体模式。

北京市西城区逐步形成了“三纵两横一
平台”的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思路。全区15家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与11家区属医院实现
了管理、基本医疗一体化，与公共卫生机构
实现公共卫生一体化。

海南省三亚市则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
抓手，以市级综合医院为龙头，建立纵向合

作、横向竞争的医联体。
除了医疗，住房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
在通报表扬中，吉林省四平市打破常规

有效破解“无籍房”问题。据了解，四平市
按照“打破常规不破法规”原则，将不动产
权首次登记要件由 13个精简为 6个，并依法
采取“先办件、后追缴”的容缺受理机制。

在与住房有关被表扬做法中，4 项与棚
户区改造相关。例如，湖南省长沙市大力推
进 棚 户 区 改 造 。 据 统 计 ， 长 沙 市 累 计 使
22.74 万户居民告别低矮的棚屋和破旧简陋
的筒子楼。

立足区位，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 130 项典型经验做法中，直接涉及扩
大开放的超过10项。

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改革，提
高外国人才来华工作便利度，是深化对外开
放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北京、上海两地
受到了通报表扬。

北京市开辟专门的“绿色通道”，在程序
上减少环节，使入选国内相关人才计划的高
端人才可全流程在线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
可证。而且，压缩审批时限，将外国高端人

才境外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时间减少10
个工作日。

去年 6 月，宝马 （中国） 服务有限公司
总裁魏斯麦在北京市人社局外专服务大厅拿
到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这是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制度在全国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
发出的首张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卡证），
标志着北京正式落实“两证整合”举措。

上海市则通过开设电话咨询专门通道、
实施“一口清”预审机制、实行“先批后
补”容缺受理等，切实提高外国人才来华工
作便利度。

在被表扬的典型做法中，很多地方立足
自身区位优势，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因海而生，因贸而兴的山东省青岛市以
建设国际海洋名城为目标，实施国际城市战
略。青岛市着重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借鉴
上海、重庆智慧商圈发展模式，美国曼哈
顿、法国香榭丽舍、日本东京、中国香港中
环商圈经验，美国多式联运、德国供应链发
展模式，对标建设“智慧商圈”、多业态多品
牌时尚综合消费圈等。

内陆地区的沿边开放也有很多新的探
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行西行国际货运班
列，打造“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新格局。与
中国其他内陆城市开通的中欧货运专列相
比，新疆国际货运班列率先在全国打通了向
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的铁路直通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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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① 在中欧班列新疆乌鲁木齐集结中

心，工人操作车辆搬运货物。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②“四大项一天联办服务专窗”在广
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政务服务中心亮相。图
为 工 作 人 员 在 协 助 申 请 者 办 理 业 务 。

新华社记者 张加扬摄
③ 山西省大同市治理老矿，使“矸石

山”变成“花果山”。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
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
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
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
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
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
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
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
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
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

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
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
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
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
而都是不正确的。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

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
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有 960多万平方公里
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
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对丰富多彩的世
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
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

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
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
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
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
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
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
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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