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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解难蓄势能“卧龙”腾飞正当时
——南阳市持续推动“万人助万企”活动走深走实

□孟向东 王娟 陈琼

“如今在南阳，企业家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尊重。企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良机。

我们将鼓足干劲再出发，加快推动南阳建设

河南省副中心城市。”2021年 12月 8日，在南

阳市企业家大会上，荣获“功勋企业家”称号

的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书成心

情格外激动。

当天，南阳召开了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最

大规模的企业家大会，对 211家星级工业企

业和 13名功勋企业家进行了表彰，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南阳牢固树立“企业至上，企业

家至上，服务至上”理念，“像尊重科学家一样

尊重企业家，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企业老总”

“当好金牌店小二”“做好首席服务员”，以只

争朝夕的精神服务企业，营造尊商重企的浓

厚氛围。

全市加强了企业家服务。出台《关于加

强企业家队伍建设的意见》，以壮大企业家队

伍和提升企业家素质为重点，实施企业家队

伍壮大工程、素质提升工程、服务提升工程；

建立企业家正向激励机制。经南阳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通过，从 2022 年起，将每年的 5月

18日设立为“南阳市企业家节”。这是南阳首

次针对一个群体设立的节日；开办“讲政策、

讲机遇、讲落实、争一流”大讲堂。自 2021年

7月份开始，每周一期，分别由市直单位“一把

手”、高校教授、行业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已举

办 12期，形成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学习

机制，提升广大领导干部服务企业的能力，为

“金牌店小二”提供助力。

礼遇企业家，更要关注企业发展。南阳

上下形成了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大局的共识，

对企业发展全面助力。

探索实施“百分之一工作法”。以帮助企

业降本增效为目标，围绕科技创新、“三大改

造”、节能降耗、人力资源等领域，成立工作专

班，开展专项指导和服务，使企业平均利润率

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或比周边同类城市相

同行业利润率提高1%。

学习借鉴绍兴“企业码”经验，深化提升

“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推广“宛快办”

APP，努力打造无证明城市；加快推进行政审

批服务改革，力推建立企业服务中心实体大

厅，为企业提供更加周到贴心的服务。

优化政务环境是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的

重要环节。南阳市通过数据共享、电子证照

运用等方式，市县各级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

结时限在法定时限基础上压缩 90%以上。

全面推动 132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

办”。

以金融服务共享平台解决企业融资难为

突破口，扎实推进金融服务共享平台的应用

推广，打造高效政务服务环境。

1月 29日，春节将至，浓浓节

日氛围笼罩着宛都大地，到处充满

着喜庆祥和的景象。

南阳市宛城区的商户们早早

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惠企大礼

包”。在这份大礼包里，包含了司

法助企政策汇编、中小微企业服

务指南、宛城区服务企业高质量

发展服务举措、防范诈骗手册、办

税指南，虎年新春对联和《致全区

民营企业家的一封信》。该区

5100 余名机关干部对市场主体

进行包联，将四万余份“惠企大礼

包”送至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手中。

此外，包联干部还将积极指导

各市场主体用好、用活、用足各项

政策，协调落实减缓或退免企业税

费、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扶持

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自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启

动以来，南阳市迅速行动、拓展谋

划，组织广大干部以只争朝夕的

奋进姿态躬身入局，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机构机制，甘当企业“金

牌店小二”，着力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让企业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中更加信心十足、勇往直前。

全市上下牢固树立“企业至

上、企业家至上”的理念，创新活

动载体，健全助企机制，着力帮

助企业纾困解难，致力打造服务

企业的“南阳品牌”。2021 年，

南 阳 市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0.5%、居全省第 2 位，比 2020

年上升 7 个位次；全年新增市场

主体 12.2 万户，11 家民营企业

进入 2021 年全省民营企业 100

强，豫西集团等 6 家企业入选全

省制造业头雁企业，龙成冶材等

7 家企业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南阳市更是荣

获了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优

秀集体的殊荣。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就是积极主动
为企业纾困解难、激活企业发展动能。

2021年 6月 23日，河南省“万人助万企”
活动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后，南阳市委、市
政府迅速组织全市上下进入实战状态，对全
市“万人助万企”活动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针对“万人助万企”工作，南阳市委书记
朱是西表示，要建立完善的、全方位和立体化
的企业问题快速搜集机制、快速解决机制、督
导问责机制，打造高效、廉洁、诚信、法治化的
服务企业机制，“我们将以更大的决心、更大
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当好企业‘金牌店小
二’，有求必应、快速反应，为企业发展壮大提
供最优服务、创造一流环境！”

为保证工作成效，南阳市建立了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总召集人和第一召集人、
26名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席会
议制度。成立了市联席办，从市工信局、人社
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23个市直单位抽调

33名业务骨干组建专班。全市 17个县（市、
区）、88个市直单位全部成立相对应的工作机
构，构建了上下顺畅、密切协同的组织架构。

南阳市始终把坚持高质高效为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作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
让企业舒心、安心，建立了一系列的长效机
制。

全覆盖包联企业。全市 4430 名包联干
部共包联企业 6900家，其中，35名市厅级领
导分包企业156家，实现规上企业、骨干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以及重点市场主体全覆盖。

全流程闭环管理。把企业满意作为“金
标准”，研究出台《“万人助万企”活动问题收
集和快速解决长效工作机制》，设计制作便于
各级各单位掌握操作的《问题收集办理和快
速解决长效工作机制闭环流程图》，建立起问
题快速收集、快速解决、全程跟踪、及时反馈
的闭环工作机制。严格落实“13710”工作制
度，对企业反映问题实行台账化、清单化管

理，挂账督办、对账销号，对办结问题定期“回
头看”，切实提高“企业满意率”。

全链条督导考评。成立16个由市直单位
“一把手”任组长的专项工作组，指导督促各
地活动开展。成立联合督查组，不定期开展
暗访督导。建立“平时积分”与年度考评相结
合、正向激励与问责追责相结合的考评体系，
以鲜明导向确保工作落实。

目前，南阳市各级包联干部 4430 名，共
包联企业 6900家。其中，市厅级包联领导干
部35名，包联企业156家；市直处级包联干部
651 名，包联企业 1310 家。县区包联干部
3744名，包联企业5434家。

南阳“万人助万企”活动迅速掀起一个高
潮，一个个提振企业信心、激发企业动力、释
放企业活力的帮扶措施围绕企业紧密展开，
全市上下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和坐不住的责任感，策马扬鞭，持续谋求营
商环境向更高更好方向发展。

“企业的诉求，党委政府当场回应，效率

太高了！”作为企业家代表，南阳防爆电气研

究所所长王军在“畅聊早餐会”上发出赞叹。

畅聊早餐会是南阳“万人助万企”的创

新举措之一。自 2021 年 11 月第四周起，南

阳将每周二 8 时至 9 时，设定为南阳市企业

家“畅聊早餐会”活动时间，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分管领导，通过与企业家共聚早餐

沟通交流，问需问计，听取意见建议，从而打

造服务企业、服务企业家的“南阳品牌”。

由于早餐会气氛热烈，解决问题畅通高

效，企业家们每次都意犹未尽，会议结束的

时间往往从早上 9 时延迟到 11 时，甚至更

晚。

南阳市的“畅聊早餐会”自去年 11月启

动以来，已连续举办 5 期，受邀企业家和专

家 20多位，收集解决各类问题 30余项。“畅

聊早餐会”邀请产业链企业家谈发展讲问

题，市四大班子“一把手”及相关分管领导和

部门参加，政企双方在轻松的氛围中面对面

交流，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现场研究、现场交

办，形成南阳亲商服企“新名片”。在市级的

带动下，全市 17 个县市区均建立了会商机

制，收到良好效果。

这仅仅是众多创新组合拳之一。着眼

于做深做实、实而有效，努力畅通政企沟通

渠道，构建亲清政企关系，南阳市包联干部

坚持沉到一线，听取诉求，消除“痛点”，为

企业提供无微不至的贴心暖心服务。

设立“企业服务日”。将每月的 16日定

为全市“企业服务日”，市厅级领导带头，各

级包联干部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深入企

业倾听诉求、现场办公，用心用情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中的堵点、痛点。

建立企业服务工作微信群。市委书记任

群主，群成员涵盖各县市区、市直各部门党

政主要负责人、全市 150余家重点企业老总

和 23家银行行长。围绕加快发展主题，群内

天天有交流互动，寻策问计、建言献策、答疑

释惑，打造了各级领导干部为企业服务的交

流平台。

开设“三讲一争”大讲堂。探索开设“讲

政策、讲机遇、讲落实、争一流”大讲堂，由

市直职能单位“一把手”登台讲课，不定期邀

请高校教授、行业专家专题授课，各级领导

干部和企业家共同参与、交流互动，帮助企

业和各级包联干部了解惠企政策，了解发展

机遇，促进企业发展。

加快筹建企业服务中心。建立线上线

下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培训、中介、金融等

专业服务，解决企业个性化诉求问题。企业

家培训和中介机构服务已先期运行，计划今

年 4月底全面投用。

以服务企业、服务企业家为中心，南阳

市不断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创新活动载体，

丰富活动内涵，以具体载体把企业服务不断

推向深入。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为帮扶企

业纾困解难的效率提升了，企业发展信心更

足了，全市上下营造了良好发展环境，助推

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隆冬时节，笔者走进位于唐河县的河南省

英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正加足马

力作业，到处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公司负责人看来，企业能安心生产，得

益于当地政府协调解决了企业资金诉求。

之前，该公司曾面临一期厂房租赁费用补

贴需要顺延，以及公司原有44.7亩工业用地调

整为住宅用地后有偿收储款应尽快兑付难

题。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唐河县政府承诺

并及时协调解决了企业的资金诉求，使企业得

以安心生产。

自“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南阳各级

干部强化当好“金牌店小二”、做好“首席服务

员”的意识，和企业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真心

助力企业发展，“企业有需要，我们马上到，企

业有期盼，我们马上办”成为各级党员干部的

自觉行动，成效显著。

解决了企业难题。南阳市组织政银企对

接活动216场，各层级银行机构与3000多家企

业达成意向融资额 547.7 亿元，已投放贷款

262.5亿元；组织网络云招聘活动，推送招聘岗

位信息2.26万余条，为镀邦光电、利达光电、鼎

泰高科等 315家企业输送员工 10350人，有效

解决了企业反映较为突出的融资难、用工难等

问题。活动开展以来，共收集企业问题 9015

个，解决9011个，解决率达99.9%，企业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优化了营商环境。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1515项事项可以一窗通办，市级 2208个事项

办理时限压减 93.1％，53个行政审批事项 1天

办结；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压减至31天以

内，实现“一天办四证”“拿地即拿证”“拿地即

开工”。南阳市营商环境全省排名比上一年提

升8个位次，增幅全省最大。

壮大了企业主体。去年全年新增市场主

体12.2万户，总量位居全省第二。11家民营企

业进入2021年全省民营企业100强，豫西集团

等 6家企业入选全省制造业头雁企业，龙成冶

材等7家企业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牧原集团跻身中国企业 500强、中国制造

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助推了经济发展。南阳市主要经济指标

增速持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总体进入全省第

一方阵。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10.5%、居全省第2位，比2020年上升7

个位次。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等产业正在向千

亿级规模迈进，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等一批百

亿级产业正在加速形成。

“南阳市将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思路

上再明确、措施上再精准、路径上再细化，撸

起袖子加油干，力争一季度开门红，确保连续

红，为推动我省经济向更高轨道跃升添砖加

瓦，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南阳市委书

记朱是西说。

●● ●● ●●

南阳市举行“万人助万企”
活动工作培训会

安排部署“万人助万企”活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精准服务现场对接

南阳市首次举办企业家大会

西泵公司汽车水泵自动化生产线 封德 摄

梧高凤必至 花开蝶自来

企业家在早餐会上畅所欲言

惠企政策宣讲

创新助企“组合拳”精准服务促发展

“宠”企有深度 发展有力度

集万人之力 助万企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