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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想想走走在在前前列列
就就得得有有更更高高要要求求
围绕发展环境的提升，济南一直在努力

本报记者 王皇 刘雅菲

市民满意度
是最好评价标准

《内参片》中，各级政务服
务中心成为暗访的重点。

20日上午11点，去市中区
政务服务中心咨询设立公司
业务的王琴一进门就看到了
市中政务“全程网办”的介绍
牌，上面写着“想开公司，没有
时间？不用来大厅，也能网上
办手续，可以到24-27号窗口
体验”。

王琴在做电商，想开一家
公司，平常忙着进货发货，没
有更多的时间跑手续。“本来
打算花些钱找人代办，那天看
到这样的一条提示，就去问了
问。这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小公
司，全程都可以在网上办理，
现在只要一天半就能办出来，
流程也不麻烦。”

“现在可比过去方便多
了，政府的效能也比以前提升
了不少。”王琴听前两年办理
过公司登记的朋友说过，登记
公司核名就得去一趟，交各种
材料又得去。而现场网办窗口
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一步现
在已经省下来了。

同样感受到政府审批部
门办事儿快了的，还有济南易
恒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志忠。王志忠说，公司的一个
新建项目从2009年开始跑手
续到2015年竣工，他经历了
全过程。“前几年是第一次跑
这些手续，有的不熟悉可能
会碰壁或者跑多趟。今年新
的项目跑起来会更熟悉，但
更重要的是在今年年中时，
我们明显感觉到有变化。”王
志忠说，济南和企业发展有
关的税务、建设项目手续等
审批确实比之前有所简化。
很多审批可以在网上申报，
减少了现场跑腿。

“市民的满意度便是最
好的评价标准，我们也希望
通过暗访片的拍摄播放，让
对发展环境不满的企业越来
越少，从而促进济南市的发
展。”济南市委副书记苏树伟
表示。

良好的环境
引得来百鸟朝凤

“贫瘠的土壤长不出枝繁
叶茂，良好的环境引得来百鸟
朝凤。济南的未来，应该听得
见有泉水叮咚，看得见彩裳霓
虹，引得来商贾云集，留得住
才俊大咖——— 环境，是这一切
的基础。”济南市委常委、副市
长徐群表示。

今年11月，粤港澳大湾区
研究院《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报告》的营商软环境指数
细分榜单中，济南在课题组选
取的全国直辖市、副省级城
市、省会城市共3 5个城市中

（西藏拉萨因为数据缺乏，不
参加排名）排名第六，在北方
城市中排名最靠前。这与济南
近年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
强对市场主体事中事后监管，
狠抓招商引资有关。

今年6月，济南市工商局
在全省率先对部分县区试点
开通了企业名称网上自主选
择申报系统，8月1日在全市范
围内实现了企业名称网上自
主选择申报。今年，全市有
10528家企业通过网上办理了
名称预先核准登记。从网上自
主申报到最多跑一次，济南不
断提高着对自己的要求。而市
民之所以能够少跑路，就是因
为数据先跑起来了。据济南市
工商局企业注册局局长王圣
水介绍，去年开始搭建的济南
事中事后监管服务平台已经
建成，平台已连接区县两级
482个部门，归集各类登记审
批、监管执法、表彰惩戒等有
效数据1359万个，不仅能让企
业少跑腿，而且形成了事中事
后监管合力，提高企业的失信
成本，促使企业主动讲信用。
今年5月，该平台被国务院“放
管服”督导组评定为“省内首

创，国内领先”。
“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

绩，但是济南并没有骄傲。”济
南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忠林表
示，济南清醒地认识到，在发
展环境当中，济南还存在着种
种的不足，“济南要走在前列，
就要不断地对自己提高要求，

《内参片》的拍摄正是出于这
样一个目的。”

不当“二大爷”
要当“店小二”

提升服务意识，这是贯穿
内参片始终的一个观念，也是
济南近些年一直在强调的。在
今年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的
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发展大会
上，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
记王文涛特别强调了政府的
服务意识。他说，杭州提出“让
企业只跑一次”，我们济南的
干部要摒弃官本位思想，不能
当“二大爷”，要当好服务企
业、服务基层的“店小二”，主
动上门为企业服务。

在今年全市产业金融中
心建设座谈会、济南市招商引
资大会等多个场合，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忠林都表示，要优
化营商环境、引商环境，提高
服务质量。

但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济南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做。

《内参片》反映出发展环境仍

是制约济南市跨越赶超的瓶
颈，干部作风仍然是影响发展
的突出问题。

济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程德智在《内参片》播放前
简短发言，他说，“在现场观看
内参片的400多名领导干部，
都是济南由‘大明湖时代’迈
向‘黄河时代’，实现千年一
跨，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的见证者、实践者，这是我们
的荣耀，也是一分沉甸甸的责
任。”程德智进一步说，荣耀就
是力量，责任就要担当。如果
怕这怕那、瞻前顾后，如果你
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敢动真
碰硬，不敢得罪人，什么时候
才能再现泉城开埠繁华胜景？
什么时候才能重振济南工业
基地雄风？

两个“什么时候”令在场
的领导干部警醒，程德智说：

“市委、市政府将以这次会议
为起点，以更铁的纪律、更硬
的措施，狠抓发展环境建设。”

打造“十最”政务环境
拿出最实最细意见

11月，济南《关于打造“十
最”政务环境助推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的实施意见》出台，济
南将打造出“十最”政务环境，
包括创业门槛最低、市场主体
负担最轻、有效投资空间最
广、公平营商环境最优、企业
群众办事最快、政务平台功能
最强、窗口队伍形象最佳、改
革评价效果最实、机制体制保
障最好、督查问责措施最严。

《实施意见》提出了33项改革
举措，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
单位。对2017年的改革任务还
细化分解为80项具体工作，逐
项落实到部门和明确完成时
限，推动改革尽快落地生效。

《内参片》中反映出来的
工作作风不实、服务意识不
强、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12
月，作为“十最”改革任务内
容，济南市首先出台了《济南
市落实打造“十最”营商环境
要求支持实体经济项目建设
若干措施》和《济南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推行企业投资
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工作的
实施意见》。

济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
院院长张伟说，不仅国内城市
在改善营商环境，国外如美国
的一些城市在一些项目的落
地上也非常高效。济南可以向
这些在营商环境上做得非常
好的城市学习。在改善营商环
境的有关岗位上，可以引进激
励和考核，激发政府审批部门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充
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
术在提升办事效率上的作用。

元元旦旦起起高高速速费费增增值值税税可可开开电电子子票票
税款抵扣更加方便

本报济南12月27日讯（记
者 刘相华） 从山东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自2018年1月1日
起，使用ETC卡或用户卡交纳
的通行费，以及ETC卡充值费
可以通过发票服务平台开具通
行费电子发票，不再开具纸质
票据。

为解决收费公路通行费

增 值 税 发 票 开 具 等 实 际 问
题，今年7月，交通运输部等
明确将建设全国统一的发票
服务平台,实现通行费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开具。目前，部
省两级系统及发票服务平台
建设改造基本完成，已具备
开具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
发票的服务能力。

据介绍，客户使用ETC
卡或用户卡通行收费公路并
交纳通行费的，可以在实际
发生通行费用后第10个自然
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起，
登录发票服务平台，选择相
应通行记录取得通行费电子
发票；客户可以在充值后实
时登录发票服务平台，选择

相应充值记录取得通行费电
子发票。2017年12月25日起，
发票服务平台注册及绑卡功
能正式上线，客户可登录发
票服务平台进行注册、绑卡
和设置购买方信息。2017年
12月31日以前使用ETC卡或
用户卡交纳的通行费，以及
ETC卡充值费仍按原有方式

取得发票。
山东交通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开具高速公路通行费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能够
最大限度方便纳税人获取发
票和实现税款抵扣，有利于
信息资源交换共享、互联互
通和协同应用，将推动实现
货运行业转型升级。

■聚焦济南发展环境③

12月12日，在全市
领导干部大会上播放
的《济南市发展环境明
察暗访内参片》影响持
续释放，各级各部门都
已经行动了起来。其
实，近年来，围绕发展
环境的提升，济南一直
在做着努力。济南并没
有骄傲自满，因为要想
走在前列，做强省的强
省会，就要对自己有更
高的要求。

市民反馈

“本来打算花些钱
找人代办，那天看到这
样的一条提示，就去问
了问。这才知道像我这
样的小公司，全程都可
以在网上办理，现在只
要一天半就能办出来，
流程也不麻烦。”

——— 电商 王琴

“前几年是第一次
跑这些手续，有的不熟
悉可能会碰壁或者跑
多趟。今年新的项目跑
起来会更熟悉，但更重
要的是在今年年中时，
我们明显感觉到有变
化。”

——— 济南一公司
负责人王志忠

济南市政务服务中心内不少市民正在办理业务。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