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记者 林丽鹂 吴秋余
刘诗瑶 邱超奕

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我国一直加快打造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情况如何？
外部经济环境给我国营商环境带来哪些新
挑战，提出哪些新要求？营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我们如何积极作为？

看成绩——
我国成为营商环境改善幅

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据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报告》，
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第四十六位，是营
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
提升，表明我国大幅度改善营商环境的成
效被世界广泛认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表示。

办事更便捷，激发国内外创业者活力。
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全面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深入实施，企业开办、用水用电报装、不
动产登记等事项的办理时间压缩50%以
上……政务服务质量效率大幅提升，惠及
国内外创业者。上半年，我国日均新设企
业达1.94万户。

竞争更公平，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不护短，讲公平，在中国维权的经

历，确实让我感受到中国政府对维护外资
企业合法利益的公平态度。”艾欧史密斯
（中国）热水器公司副总裁朱红兰介绍说，
公司产品被广东中山某企业侵权，当地法
院该追责追责，该判赔判赔。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外商投资
法》审议通过，明确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
仁；《电子商务法》《专利代理条例》完成制修
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
企业公平竞争权越来越有法律保障。

经营更轻松，政策“红包”为企业减
负。

“减税降费兼顾内外资企业，十分给
力。”德勤中国副主席蒋颖说，“中国税收
优惠对外资吸引力最大的，当属境外投资
者境内利润再投资递延纳税。”

1月，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实施；4月，降低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
率；5月，降低社会保险费率；7月，减免不
动产登记费……政府过“紧日子”，让企业
过“好日子”。

市场更开放，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
升。

近年来，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不断
“瘦身”，清单“禁区”之外，企业大有可为。

“我国市场广阔、营商环境改善，正在
吸引外商跑步进入。”中国贸促会研究院
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上半年，我
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7.2%，新设外
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

看挑战——
改善营商环境能有效应对

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

事实证明，应对国际市场风险，改善
营商环境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春顶说，量化模拟分析表明，如果中国
整体营商环境改善带动中国的商务和贸
易成本下降 20%，则将拉动中国 GDP提
高0.79个百分点。

更深层次讲，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
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资
源红利”逐步减弱，未来的发展将更倚重

“人才红利”“改革红利”。
——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改善营商环

境可降低企业成本。
赵萍认为，营商环境首先是制度环

境，通过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出台，能直接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推动经济有效运行，改善营商环
境能促进要素流动。

“我们和很多创业企业一样都迷茫
过，曾经苦苦摸索、辛苦联络融资，如果有
指路人就好了。”小蚁科技首席战略官孔
华威说出了不少创业者的心声。今年 4
月，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启用，企业
类似的困惑解除了。政府搭台，邀请会计
师事务所、投资机构、金融公司以及协会
组织，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

看未来——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何进
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受访专家认为，改善
营商环境根本上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
系，厘清二者边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策措施和市场监管也应以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为目的。

深化“放管服”改革，企业期盼政府服
务更到位。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改革之举，也
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6月底，
我国又提出一系列“放管服”改革目标：今
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
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
可，企业注册开办时间减到5个工作日以
内，打造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企业最想要
的是“同等对待”。

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经在全国基
本建立。下一步，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国家
还将部署清理妨碍公平竞争、束缚民营企
业发展、有违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措施。

以更大的开放拥抱发展机遇，企业希
望改革举措尽快落地。

6月30日，我国发布2019年版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
造业、服务业开放。我国还将新设6个自由
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进程。《外商投资法》也将于明年1月1日
实施，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从原来的审批
制变为现在负面清单制，希望更多改革举
措尽快落地，并做好各部门衔接，为企业
发展提供稳定预期。”英特尔公司副总裁
兼中国区总法律顾问王洪彬建议道。

行动最有说服力，落实才见真功夫，
切实改善营商环境还要靠人。

“到市局集中审批、批量发证实在太
方便了！”苏宁小店相关负责人鲍俊伟感
慨：在南京有 300多家苏宁小店，如果分
别注册，企业将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

在江苏，为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
处，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审批服务处处长、
支部书记王志坚带领全处工作人员，主动
探索简化连锁企业审批。

“多亏税务局上门辅导，我才知道公
司研发费用能加计扣除260多万元，一下
子就节省6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山东鑫
珂海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李健告诉记者。

在山东，为确保企业按时充分享受减
税政策，税务部门主动上门开展纳税辅
导。

各地各部门发挥工作人员干事创业
的热情，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意
识，我国营商环境的名片能擦得更亮。

优化营商环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我国将对照国际标准，持续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
将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完善产权制度。”中国市场监
督管理学会会长何昕表示，“营商环境越
来越好，让每个市场经济活跃细胞都拥有
良好的发展条件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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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
十周年，今年10月 1日前后，北
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热情
欢迎中外记者采访。庆祝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
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将于 9
月 23 日开始正式运行。为便
于中外记者采访，新闻中心将
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
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
记者招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
者采访活动，并开设新闻中心

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
采访报道庆祝活动提供必要的
信息服务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
者、澳门特别行政区记者、台湾
地区记者和外国记者提交采访
申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注册
系统（域名：http：//reg70prc.
zgjx.cn），欢迎港澳台记者和
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交报名
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间
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 起 ，至
2019年 9月 8日止。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9月23日运行

□新华社记者 顾立林 刘怀丕 刘高阳

码头岸边的起重机缓缓将集装箱吊放
在船上，里面装着河南周口本地生产的莲
花味精。前不久，50多吨莲花味精从周口
中心港码头起航，经沙颍河入淮河干流，再
入长江，经由上海港转运到非洲尼日利亚。

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
系，河南发展内河航运有资源、有历史、有
基础。近年来，河南实施内河水运复兴工
程，临港经济发展方兴未艾，衔接“海上丝
绸之路”不断取得新进展。

内陆腹地发力内河航运

7月底，漯河港正式开港，沙颍河漯河至
周口段实现复航。漯河市相关负责人说，漯
河港设计年吞吐量460万吨，航道可通行
500吨级船舶，通过沙颍河进入淮河，最终能
通联大海，服务范围覆盖豫、皖、苏等地。

为补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短板和扩大
对外开放需要，河南近年来大力发展内河
航运，形成了沙颍河、淮河两条通江达海的
水运通道。截至今年6月，全省通航里程达
1500多公里，建设各类港口泊位90多个。

“河南的内河航运历史悠久，即使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仍有 27 条河流可通江
达海，通航里程达 6100 多公里，此后却
逐步衰落。”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航务局局
长王东说，目前，河南省正在实施千亿水
运复兴工程，计划利用15年时间，完成投
资 1790亿元，新建航道 2700多公里、改
建航道 1900 多公里，新增码头泊位 280
个，新增港口吞吐能力1.4亿吨。

“中作业区4号、5号港池已开港运营，

其他6个港池预计今年底可投入运营，届时
8个港池设有47个千吨级泊位。”周口港区
党委书记孙红伟说，周口中心港规划了东、
中、西三个作业区，占用岸线约6.5公里，计
划建设77个千吨级泊位，设计年货物吞吐
量2300万吨以上。

临港经济发展方兴未艾

烈日炎炎下，42岁的杜福安头戴草
帽，拿着火焰切割机切钢板，为制造一艘
千吨级船舶做准备。从最早造百吨级的

水泥船，到造千吨级的钢铁船，再到造利
润高的游艇、画舫，杜福安见证了自己家
乡河南淮滨县造船业的发展。

淮滨县因淮河而建、因淮河而兴。
依托饮马港，淮河淮滨段形成了造船产
业集聚区，培育出了 7 家规模以上船舶
企业。“淮滨的拳头产品是 1000 吨级至
4000吨级的钢质散装船，长江上航行的
散装货船有四成来自淮滨。”淮滨县造
船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马键说。

随着港口和航道不断改造升级，河

南加大以港口为中心的多式联运枢纽
建设，带动了淮滨造船业、周口临港经
济发展。

“河南通过港口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正
在形成‘以水润省’的发展格局。”王东说。

无缝衔接“海上丝绸之路”

经由周口中心港，世界各地的货物售
入河南，河南的货物卖往全球。今年 6
月，周口中心港至淮安港开通了水运集装
箱航线。周口中心港合作方——淮安淮
河集装箱物流项目部总经理嵇长桃说，

“公司的业务覆盖东部沿海省份的主要港
口，方便把河南的更多货物转运到‘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

为与“丝绸之路”对接，周口市与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河南物资集团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公铁水”
多式联运枢纽；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签
订联盟框架协议，努力把周口中心港打造
成豫货出海口。

在淮滨县，当地政府正在推进豫非贸
易直通港建设。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丁
伟说，淮滨利用淮河通江达海的优势，计划
直通非洲毛里求斯路易港，把淮滨生产的
食品、轻纺等产品销售出去。

“河南复兴内河航运，正加快构建发
展绿色化、设施网络化、船舶标准化、服务
品质化、治理现代化的内河航运发展体
系。”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唐彦民说，
这将推动河南无缝衔接“海上丝绸之路”，
为培育全省区域竞争新优势、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提供坚实支撑。

（据新华社郑州8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
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
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
社会问题。他提出，要还给老百
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象。

进入新时代，“河长制”成
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实
践 。“ 每 条 河 流 要 有‘ 河 长 ’
了”——2017 年元旦前夕，习
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

2018年 6月底河长制提前
在我国全面建立，千万条哺育
着中华儿女的江河有了专属守
护者。

百万河长来巡河

初秋正午，烈日当空，滇池上
游的新运粮河畔，一个身影格外
忙碌。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普吉
街道普吉社区代理主任、社区
河长李俊彪正仔细巡查着河
道，排查污染隐患。

自从担任社区河长以来，
李俊彪记不清自己在河边巡查
了多少回，“不管是小饭馆偷倒
泔水，还是河边小作坊占道经
营、私搭乱建，只要发现问题，
我们绝对一查到底。”

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
提出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建
立河长制。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
湖管理司副巡视员刘六宴介
绍，我国已在 2018年 6月底全
面建立河长制，并在 2018年年
底全面建立湖长制。目前，全
国 31个省、区、市共设立了省、
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 30 多
万名；各地还因地制宜，设立村
级河长湖长90多万名。

消失江豚再现身

“拆除矮围之后，十几年没
见过的江豚又回来了！”在洞庭
湖畔的漉湖芦苇场，当地渔民
高兴地告诉记者。

洞庭湖有“长江之肾”“鱼
米之乡”的美称。但长期以来，
养殖业废水污染湖水，矮围网
围分割湖面，非法挖沙吞噬湖
洲，“湿地抽水机”欧美黑杨破
坏湖区生态……

对此，湖南省明确提出，以
河长制切入，建设大美洞庭湖。

在一级级河长湖长的共同
推动下，2017年冬，湖南砍掉了
洞庭湖周边近 300万棵欧美黑
杨；当年12月，洞庭湖内拆除矮
围网围 472处，破坏生态、威胁

行洪的非法矮围基本被拆除。
在一场场河湖治理战役中，

各级河长湖长发挥着关键作用。
水利部河长办副主任、河湖

管理司河湖长制工作处处长李
春明介绍，仅在 2018 年，全国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巡河
巡湖次数就达717万人次，有的
省份河长湖长巡查发现并督办
整改河湖问题超10万个。

在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
北，当地以问题导向为关键点，
着力推动河湖长制“见河长”

“见行动”“见成效”。
湖北省黄石大冶湖国家高

新区管委会主任王细军没有想
到，去年因为未在规定时间内关
停两家养殖场，他被时任大冶市
市长、大冶市第一总河湖长王刚
直接约谈。约谈后仅7天，大冶
湖畔的两家养殖场就全部关停。

“河长制让更多人参与到了
河流治理，保护力量成倍增加。”
昆明市五华区水务局副局长张拾
化说，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全
区仅主要河流就有 80多公里，

“如果仅靠水务部门，不可能实现
如此高质量的监管巡护。”

全民护河水长清

在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
成的过程中，不仅各级干部纷
纷担任河长湖长，定期巡河巡
湖，一个特殊的群体——“市民
河长”“民间湖长”也主动参与
进来，成为河湖保护工作中的
新“风景”。

今年1月，一场为昆明100
个“市民河长”团队举办的聘任
仪式在滇池畔举行。36岁的皮
划艇爱好者陈嘉佳与皮划艇俱
乐部的 40 多名伙伴组成的团
队是其中之一，他们负责巡视
入滇河流船房河。

每到周末或工作日下班较
早的时候，陈嘉佳就会和伙伴们
相约在船房河边，划着皮划艇巡
河，一边收集水中的垃圾，劝导
岸边钓鱼的市民。一些钓鱼的
市民不理解，但陈嘉佳每次都笑
脸相迎，以真诚赢得理解支持。

他念念不忘小时候那个干净
清澈的滇池，“那时候，可以在滇
池里游泳，游完爬上岸后，父亲总
会给我买一瓶山楂汽水。”

如今，经过多年治理，曾臭
气熏天的船房河成了入滇河流
中河水最清、景观最美的河流
之一，许多市民闲暇时都会来
河边散步游玩。

“傍晚时分，夕阳倒映在清
澈的水面上，非常漂亮，就像回
到了小时候。”陈嘉佳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百万河长，护水长清
——河长制开启治河新时代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内陆河南复兴河运无缝衔接“海上丝路”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本报通讯员 翟天下

平安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平安是
最大的幸福。

打架斗殴、伤害、寻衅滋事、危险
驾驶……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群众的
安全感，是平安建设征途上的绊脚石。

今年来，新安县公安局新一届党委
班子围绕平安新安这一目标，以民意为
导向,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为
目标，打防结合、标本兼治。民有所呼，
警有所动，一系列专项行动在民意的引
领下同时打响，以“敢担当、勇作为、赢民
心”的作为打出了群众的满意和点赞。

以群众要求为责任 做群众
关注的事

“无论案件大小，都要及时破案。
什么是安全感？就是小案子有人管，
小混混有人抓。”新安县公安局党委书
记、局长李志波说，“小案”不小，件件
连着民心。

今年来，新安公安紧盯影响群众安
全感、幸福感的小案件，尤其是对打架
斗殴、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零容
忍”，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查处了
一批老百姓深恶痛绝、长期混迹街头的
违法犯罪分子。该局坚持“日研判、日
调度”模式，以出警快、侦查快、破案快、
文明执法为总体要求，每天早上8时将
重大警情发送至各中层干部微信群，每
天上午12时前由辖区派出所所长在微
信群发案件情况及民警处理情况（分
管）；同时，建立“立查立处问责机制”，
对群众投诉问题立即查处、事不过夜。

近期，该县一男子因多次殴打他
人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新安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起到了明显的警示作用。该
局正村派出所所长李丰民说,日常生
活中，很多人把寻衅滋事时常挂在嘴

边，但并没有真正理解，更不知道其严
重的法律后果，“群众有了安全感,警
民关系更融洽了。”

今年 1月至 7月，该局 110指挥中
心共接到有效警情28486起，比去年同
期下降13.25%，其中刑事案件立案599
起，同期下降9.35%，治安案件667起，
同期下降10.94%，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以群众期盼为导向 替群众
消除隐患

“群众最痛恨什么，我们就重点打
击什么；什么问题最突出，我们就集中
整治什么问题。”李志波如是说。

今年 6 月，为扭转因酒驾违法行
为多发导致事故高发的不利态势，新
安县公安局认真调研，将酒后驾驶交
通违法整治工作作为高质量民意警务

建设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掀起了
一场全方位严控事故隐患源、织密社
会安全网的攻坚行动。

该局坚持“防事故没有局外人”原
则，发动局机关、派出所民警和县交警
大队民警一同参与，强化多警种协作联
动，持续开展整治行动。他们在饭店、
烧烤摊等酒驾违法突出路段设立联合
执勤点，不间断对过往车辆进行逐车检
查，邀请媒体记者随警作战，及时曝光
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营造
全民共同自觉抵制酒驾的浓厚氛围。

今年1月至 7月，该局共开展集中
行动 100余次，查处酒驾 320起、醉驾
110 起，涉酒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
80%，尤其是7月份未发生一起涉酒亡
人事故，在全市交警系统绩效考评跃
居榜首。

以群众满意为追求 当群众
贴心的人

为何从警？如何做警？为谁用警？
新安公安以忠诚执法在自我拷问

问题上作出最响亮回答！他们依靠队
伍“精、气、神”的不断凝聚提升，一次
次制造并传递着执法正能量。

8月 4日上午，新安县公安局“5·
24”专案组指挥部一片欢声笑语，专案
组民警家属联谊会正在举办。专案民
警陪同家属走进指挥部，了解民警工
作和紧张的日常作息，一曲《故乡有话
对你说》让民警们仿佛听到父老乡亲
的叮嘱，不断推动警民“融情交心谈
心”，树立新安公安队伍“为民、务实、

清廉”的良好形象。
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新

安公安忠诚执法的最好诠释。新安县公
安局政委任继杰这样评价和要求这支队
伍。这也深深地鼓舞着新安公安继续问
需于民，以群众期盼为镜，以超前的智
慧、担当的勇气、务实的作风实现又一次
激情跨越：“平安守护”工作以全市先进
位次圆满收官，“高质量民意警务建设”
工作亮点频出，“雷霆扫毒”专项行动战
果保持全市前列；“5·24”贷款类网络诈
骗案件侦破工作首战告捷；打击酒醉驾
专项行动战果名列全市前茅……

由被动变主动，由破案变防控，由
公安机关一力承担变成全社会共同发
力，群众的利益得到更有效的保护，犯
罪分子的生存空间更加狭小了……安
全和公正在这片热土上孕育绽放！一
套平安“组合拳”的打出，带给新安县
群众最直观的感受：新安的治安好了，
出门更加放心了！

新安县公安局

做群众关注的事 当群众贴心的人

洛阳市公安局高质量民意警务建设系列报道

让企业在中国市场轻装前行
——如何看待当前营商环境

河南周口中心港码头（7月3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