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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方太：以技术创新实现逆势突围
P2筲方太的创新基因 筲创新的目标是幸福

■ 林丽鹂 吴秋余 刘诗瑶 邱超奕

“今年预计减税近 100 万元，这能用来建

设一个数字工厂，聘用更多高精尖人才，缩短

30%的研发周期。”宁夏银川绿叶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栗俊华用这组数字表达获得感。

“首届进博会让我们充分展示了机器人

技术，距第二届进博会还有一百多天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好了新展品。”德国家电企业福维

克中国区销售总监托马斯·韩宁生表示，“我

们要扎根中国市场，在上海青浦的工厂扩建

项目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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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跻身全球创新指数 20 强———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十七位，较上年提升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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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营商环境的改善，让国内外企业在

中国市场更好干事创业。

办事更便捷，激发国内外创业者活力。

14颐30 提交申请材料，同时申请营业执

照、公章、发票，17颐15 所有材料领取成功。“这

个速度不可思议！”前不久，在北京朝阳区办

理业务的中农正泰商业管理公司经理崔亮对

这里的高效率竖起大拇指。

不久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创业者埃

里克在上海开了一家电商公司，他说：“我在

国外也开过公司，到了中国才知道，企业开

办、缴税等手续可以如此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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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切实体会到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加

大。比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专利案引入技

术调查官制度。”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陆舟认为，这有助于公平公正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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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减税降费规模更广、力度更大，仅

增值税税率下调就直接减少公司税收负担

400 余万元。”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杜庆申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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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上海！”在特斯拉超级工厂动工仪

式上，这家美国新能源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马斯克开心得跳起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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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我国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

特斯拉超级工厂从申请、签约、拿地到今年初

动工，仅用 5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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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产品受进口国加征关税影响，企业

经营成本上升，预计年损失 150 余万元，但营

商环境的改善帮我们降低了不少成本。”山东

美晨工业集团财务经理王艳丽说。

王艳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制造业

增值税税率降 3 个百分点，截至目前，已减税

195 万元。同时不动产一次性抵扣 500 万元，

土地使用税税收优惠 149.5 万元。”

“不仅如此，还有办税手续简化，让企业

减少办税人员 2 名，减少办税派车 90 余次，

直接节约办税成本 18.3 万元。这些措施切切

实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王艳丽感叹，“营商环

境比金子更珍贵！”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有所增加，不仅微观上影响企业经营，还会在

宏观上给经济增长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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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袁 改善营商环境

可降低企业成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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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一些企业发展

遇到困难。“减税降费见效快。短期看，能减轻

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发展后劲；长远看，有助

于优化经济结构、拉动投资和消费，有利于经

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推动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说。

要要要推动经济有效运行袁 改善营商环境

能促进要素流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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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之间、政府

和企业之间等信息不完全透明，容易导致市

场机制无法有效运行。“这就要通过政府服

务，改善营商环境，优化劳动力、资金等要素

匹配，让市场运行更有效。”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黄金川分析说。

要要要增强经济新动能袁 改善营商环境带

来更多发展活力遥
去年，我国网上零售额首破 9 万亿元大

关，移动支付超 277 万亿元，网约车用户规模

达 3.3 亿。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

享经济引领全球，经济新动能活力澎湃。

“我国互联网经济能够领先世界，也得益

于我们在营商环境建设中能以包容审慎的原

则，鼓励新经济发展。”黄金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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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希望加快企业注册线上办理，

对需要多部门参与的审批事项，加快流转审

批。”绿地商贸集团总经理薛迎杰认为，目前

改革的方向正符合他们的期待。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企业最想要的

是“同等对待”。

“企业靠优惠政策不可能发展壮大，最想

要的是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让我们通

过自身努力能脱颖而出。这需要法治保障，对

所有企业同等对待。”西电捷通公司总经理曹

军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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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下转 P2暂

让企业在中国市场轻装前行

上海与深圳
上演中国新一轮改革
开放“双城记”
■ 王恩博

8 月 20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就在此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两大动作，不仅为沪

深两座城市勾勒出未来发展蓝图，更为中国

新一轮改革开放定下方向。

一个是近代以来外界接触中国的重要窗

口，一个是新中国主动拥抱世界的试验田，改

革开放基因深埋在沪深两地骨子里，更是其

未来发展着力点。

从早年浦东开发开放，到如今设立自贸

试验区、举办首届进博会、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等，上海一直走在开放前沿。刚揭牌的

上海自贸区新片区亦将继续承担为扩大开放

探路的使命，它将选择部分重点领域，实施具

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

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曾一肩挑起经济特区“发展急先锋”重担

的深圳，过去数十年里则依靠一批极具引领

性、突破性的先行先试政策，催生出高度竞争

和富有活力的市场化机制，从一座小渔村拔

地而起为大都市。此番成为先行示范区后，深

圳将继续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等领域率先行动。

从“敢闯敢干”的先行先试，到为全国“打

样”的示范引领，上海与深圳正筑起辐射中

国、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高地。

从沪深两地发展路径不难看出，如今的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在经历多年地方政府主

导型发展模式后，正朝着市场主导型的区域

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可以预见，区域经济整

合、区域协调发展，将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改

革开放的重要支柱力量。

一个是老牌重镇，一个是后起新锐，面对

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上海

和深圳也面临不同挑战。

今年上半年，上海 GDP 规模约 1.64 万

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 5.9%，较去年全

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深圳 GDP 规模为 1.21

万亿元，同比增 7.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

席经济学家杨畅分析说，上海 GDP 总量较深

圳似有优势，但二者增长势头已出现分化。上

半年上海 GDP 增速回落主要受第二产业拖

累，反映出其对汽车等成熟产业过分依赖。经

济能否真正转型升级，是关系其长远发展的

重要问题。

而对深圳来说，经济增长似乎从不用为

“速度”二字担忧。据统计，从 1979 年到 2017

年，深圳 GDP 年均增速高达 22.4%。但如何

让经济社会各领域齐头并进，是深圳需要思

考的问题。例如，高等教育方面的短板，就日

益对其创新发展和人才培育形成掣肘。

从转型升级到协调发展，事实上沪深双

城如今面临的挑战，也正是中国发展现状的

缩影。发展中的问题终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人们期待上海和深圳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

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和智慧为此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