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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旗峰山优美的生态环境与极具活力的城市面貌相互映衬

推动改革持续走向深入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
《东莞市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 正式印发。作为广东省 4 个营商环境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之一，东莞从八大方面提出了 38 项改革
任务措施，力争用 3 年时间，打造成为审批流程最优、
开办企业最快、收费项目最少、经营成本最低、服务效
率最高、企业群众办事最方便的营商环境高地。
近年来，东莞致力于高标准构建国际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通过积极探索推动商事登记制度、项目投资
等
建设直接落地、通关监管模式、
“互联网+政务服务”
重点改革，构建起政府服务“加一”
、综合成本“减一”
的
优势。
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东莞实有市场主体总量达
到 113 . 9 万户，总量位居广东省地级市前茅，拥有全
球 40 多个国家的 1 . 4 万多家外资企业。东莞外贸综
合竞争力在全国外贸百强城市中排名第三位，开办企
业便利度蝉联广东省地级市前位。
东莞市委书记梁维东表示，东莞要以广东省部署
的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以更大的决心、更
加开放的姿态对标国际化高标准，建设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企业开办时间再减少一半”

在 2018 年 7 月举行的莞澳两地经贸合作论坛
上，东莞市场监管部门为 3 家企业颁发了 1 日内办理
的营业执照。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的省商事制度改革
综合试验基地再次刷新“东莞速度”
，实现 1 个工作日

完成企业办照及银行开户。
2018 年，东莞以“企业开办时间再减少一半”
为
目标，提出将开办企业全流程时间压缩至 5 个工作
日以内，商事制度改革综合试验基地内力争压缩到
3 个工作日以内、1 个工作日完成商事登记等改革
目标。
而对于东莞的企业来说，今后不仅开办的速度更
快了，商事登记也更方便了。按照《方案》的部署和市
场监管部门的实践，多证合一、刷脸办照、文书简化、
全程电子化登记等各类便民措施正在涌来。最近，东
莞还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确定为“企业开办全程网上
办”
改革全国试点地区，接下来将从企业登记全程电
子化向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拓展，从提交申请材料到
领取营业执照，从工商登记到刻章和申领发票全程网
上办，营造更加公开便利的企业开办环境，进一步压
缩企业开办时间。
改革推动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
东莞实有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10 万
户，占全省实有市场主体总量的十分之一，占全国实
有市场主体总量的百分之一，比商改前 (2012 年末的
54 . 13 万户 ) 增加了 59 . 77 万户，增幅达 110 . 4% 。每
千人拥有企业数接近发达国家经济体水平。
解决企业“成长的烦恼”

商改解决了企业“出生的障碍”
，东莞又着力推行
项目投资建设审批制度改革，以解决企业“成长的烦
恼”
。

2018 年，
东莞出台了《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流
程实施办法》等文件，将建设工程项目办理事项和全
流程审批时间双双减少 50% 以上。2018 年 8 月，建设
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松山湖市级试点专区实体审
批大厅正式对外开放。
东莞市政务服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审批大厅通
过“一区集中，集成服务”
“一个窗口，全面收件”
“一次
这四个“一”
，力
申报，并联审批”
“一次踏勘，联合验收”
争打造珠三角最快最好的建设工程审批服务。
此次《方案》还提出全面实施“告知承诺 + 负面清
建设工程项目审批管理服务新模式，推
单+信用监管”
动审批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实施技术审查和行政审
批相分离等，实现行政确认类备案事项办结时限原则
上不得超过 1 个工作日。
改革实施两个多月，东莞企业投资建设项目涉及
的办理事项从 162 项精简为 60 项，压减了 63% ；企业
从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的审批时限最快压减至 26 个
工作日，压减了 71% 。
打造政府服务“加一”， 综合成本“减一”新优势

位于东莞市中心区的会展中心，正在进行着紧张
的内部空间设计完善，这里将被改造成东莞市民服务
中心，预计 2019 年 3 月将对外开放。服务中心一期将
进驻 58 个部门，将原来分散在各单位部门涉及的政
务服务事项“一门囊括”
。
中心设置 259 个窗口，除公安、税务专业化程度
较高的事项外，其余 90% 的政务服务事项将实行全

综合窗口，也就意味着东莞政务服务将率先实现“一
窗通办”
。据介绍，一般部门专业窗口平均每天的业务
受理量是 12-15 件，综合窗口可配置的业务量将达到
50 件，
效率是专业窗口的 4 倍，将大大减少企业和市
民的等待时间。
企业跑行政审批事项，最怕跑很多局、盖很多章、
重复提交材料，而且因为不熟悉流程或提供的材料不
全，往往无法一次办结。
在行政审批流程上，东莞“以公众为中心”
实行审
、治“拖”
、破“堵”
：取消无法定
批流程优化，大胆削“繁”
理由和不必要的材料，取消不必要的层层把关、逐级
审批的环节，合力确定和压缩审批时限，使各部门事
项办理比法定时限至少缩短 50% 以上，涉及多部门
的审批事项 100% 实行并联、协同审批。
东莞还加快推进“数字政府”
改革，打造覆盖全市
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企业群众办事“一
网通办”
和“零跑动”
。2018 年年底前完成了 200 项企
业、群众经常办理的高频事项进驻平台。到 2020 年年
底，除特殊情况外，实现所有政务服务事项使用一体
化平台进行全过程流转。
在构建政府服务“加一”
的同时，东莞着力推进综
合成本“减一”
新优势，不遗余力地为企业降低成本。
2018 年 1-8 月份，东莞共为企业减负 346 . 82 亿元，
其中降低税费成本 264 . 96 亿元、融资成本 6 . 03 亿
元、制度性交易成本 0 . 64 亿元、人工成本 24 . 3 亿
元、用能用地成本 31 . 85 亿元、物流成本 18 . 38 亿
元。

东莞营商环境改革之路：从早期 “一条龙” 服务到 “商改东莞样本”
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便开始探索简政放权、简
化办事程序，可以说优化营商环境是东莞发展的法
宝。譬如，东莞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
室，对洽谈、签约、办证等业务实行“一条龙”
“一站式”
服务，小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需一周，从而吸引了大
量外资企业来东莞投资，助推东莞从传统农业县快速
腾飞发展为工业大市。

东莞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专区

进入 2000 年以后，东莞营商环境建设更加注重
于城市硬件设施的提升和完善，启动“一网(高标准基
础设施网)两区(城市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三
发展战略，高标准基
张牌 ( 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 ) ”
础设施建设相继启动，
“三位一体”
大城区初步形成，
依山傍水格局基本成型，投资创业环境显著改善。
2008 年面对传统要素资源优势弱化等制约，东

莞积极应对，主动创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多项改
革成果突出。譬如，2012 年，东莞成为全国商事制度
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其后率先开展了“先照后证”
、注
册资本认缴登记制、企业集群注册改革等开创性改
革，成为全国商事制度改革的“东莞样本”
。
2015 年，东莞入选广东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综合试点试验城市，其后在质量导向外贸促进体

东莞一审批大厅内多个办事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快捷的业务办理

系、加工贸易便利化流程再造等改革上积极探索，试
点经验获得国家 13 个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复制推
广。
2017 年，
东莞部署实施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
增计划”
，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发展总部经济、推进兼
并重组、开展服务型制造、加强产业链整合、强化资本
运作等，部分经验也被“广东省实体经济十条”
吸收。

企业工作人员通过人脸识别等自助终端办理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