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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四字诀 海阔凭鱼跃
十年间福州优化营商环境步履不停

福州市市民服务中心推出﹃打包办﹄窗口，
为市民提供便利。池远 图/

环境似水，企业如鱼，海阔方可凭鱼跃。为激活市场主
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年来福州市不遗余力优化营商
环境：
强化顶层设计——2018 年成立以福州市委书记为组
长、福州市长为第一副组长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营商环境改革从 2018 年的 1.0 版升级至 2021 年的 4.0 版，
改革程度更深、覆盖范围更广；
细化服务举措——七轮简政放权工作先后实施，
“一企一
议”
“千名干部进千企”
“万名干部下基层”
等行动接续开展，
强
化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
提高市场主体的获得感；
亮出不凡成绩——在 2020 年度中国 80 个城市营商环境
评价中表现优秀，登记财产、纳税、跨境贸易等 6 个一级评价
指标列为全国标杆，
开办企业耗时等 11 个二级评价指标获得
满分，
城市信用监测工作排名始终保持在中国重点城市前列。
早谋划、高站位、抢开局，福州市以“建设现代化国际城
市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数字和信用建设”为载体，以
“市场主体满意和营商评价提升”为导向，规范公平有序的市
场环境，建设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文环
境，构筑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锚定高质量发展，
“近者悦、
远者来、居者安”
的营商格局已然形成。

A

兼具福州特色与全球视野

优化营商环境，
“ 一栋楼”是福州的破题之笔。
1991 年 3 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针对福州在
招商引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首次提出要采取“一栋
楼办公”，开创全国集中审批的先河，外商办一系列
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
时光流转，初心不改。2011 年底，衍生于“一栋
楼办公”的市行政服务中心启用，为企事业和法人单
位提供各类审批服务。2015 年，福州市市民服务中
心落地，可办理的个人事项几乎涵盖人的出生到终
老。福州市构建起当时全国少有的“一体两翼、双轮
驱动”
政务服务格局。
两个“中心”运行数年，内涵不断丰富，
“一站式”
审批、
“一条龙”运作、
“一窗式”受理……目前，福州
市行政（市民）服务中心已实现超 98%的事项“最多
跑一趟”，
84.31%的事项“一趟不用跑”。
与发展同频，
“一栋楼”的故事不断续写，优化营
商环境的新地标正在崛起。
今年初，福州市吹响全面落实强省会、福州都市
圈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嘹亮号角，福州
法务区应运而生，助推全市法治建设迈出加速接轨
国际的新步伐。
福州法务区是中国首个以政务服务模式提供法
务服务的实体中心。
“有别于其他法务区，福州法务
区采取服务聚集模式。”福州法务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相比招商引资推动法务企业整体迁址进驻，福州
法务区选择创新建设实体服务中心、设置服务窗口
和工作室的形式吸引海内外法务头部企业服务团队
入驻，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吸引法务企业聚
集。目前，福州法务区线上、线下入驻的法务及泛法
务机构和企业已有 260 多家。
无论是衍生于
“一栋楼”
的
“两中心”
，
还是迈向国
际化的福州法务区，都是福州市坚持对标先进、突出
“首创”
精神、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写照。一个极具福
州特色，
一个拥抱全球视野，
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有
机地融合在
“一池春水”
中，
为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B “减优快数”释放改革红利

一项“福州改革”又成福建全省样 政许可事项即办率达 70.26%；深化进
板——2021 年，福州市推进工程建设 出口货物“提前申报”
“两步申报”改革，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以审批的“减法” 推进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
推动发展的“加法”，和禧公馆项目从 “抵港直装”创新；推行企业开办刻章
备案至核发施工许可证（桩基），仅耗 “零延时”
“零费用”服务，降低企业注册
时 38 个工作日，被福建省发改委作为 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典型案例在福建全
优——优服务，办理事项更省心。
省推广。
福州市“全城通办”事项占比 65%；闽东
敢闯敢试，福州大力推进简政放权 北协同发展区内“四市一区”实现 109
和行政审批改革，持续深入在“减”
“优” 个高频事项“福建省内通办”；
福建全省
“快”
“数”
4 个方面下功夫。
首家银行版“24 小时智能便民服务中
减——减少办事流程，实现开办企 心”在兴业银行福州杨桥支行启用；中
业“零费用”。福州市在福建全省首推 国首创“集成化医改”模式。今年，福州
“共享营业厅”，实现“水电气网”一窗联 创新实践案例《创新监管方式 维护医
办；推出 118 组“打包办”服务；行政许 疗保障基金安全》被中国央视推广。
可事项审批不超过“3+1”个环节，公共
快——服务时限刷新速度。福州
服务事项办理不超过“2+1”个环节，简 市在福建省内率先推出 30 项智慧“秒
单事项实现“一审一核、即审即办”，行 批”、7 项“秒报”和 5 项“智能辅助审批”

C

通过特色品牌与创新机制打造营
商高地的同时，
福州也用实打实的服务
让越来越多企业在榕立住脚、留住心、
扎下根。
今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 500 强
东方雨虹落地闽清。
“福建省会福州发
展潜力巨大，
各级各部门的关心关注和
优质服务也为我们落地发展更添信
心。”福建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苗宏斌道出许多来榕兴业企业
家的心声。
十年间，福州推出一系列服务举
措，
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急难愁盼”
事。
急企业所“急”——全球光电龙头

服务；企业开办手续可在 3 个工作小时
内办结 ；常态化开展“交房（地）即发
证”；全国率先成立仲裁文书集约送达
中心，送达时间缩减 56%，平均送达时
间仅 1.3 天；全面建立并推行“一窗收
件、一站服务、一趟就好”的“三一”立案
工作机制。
数——政务服务“网上办”
“ 掌上
办”成为标配。97.85%的审批事项实
现 在 线 申 请 、网 上 预 审 或 在 线 审 批 ，
74.61%的事项“全程网办”；成立“福州
金融纠纷联动化解中心”统一平台；福
州市营商服务平台入选中国“信息化支
撑营商环境、数字化赋能便利化”综合
性创新项目。
念好“减优快数”四字诀，福州市的
便民利企举措持续释放“放管服”改革
红利，
助力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问题导向解决“急难愁盼”
高意集团新生产线大规模投产在即，
却
在采购抛光液原料时遭遇“卡脖子”。
福州市立即启动“一企一议”，
多部门于
次日集结会商，
出具说明函后帮企业度
过危机。
破企业所“难”——福州实达集团
破产重整案从受理重整申请到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仅用了 31 天，自批准重整
计划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仅用了 5 天，
是中国审理时间最短、审理速度最快、
执行效率最高的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之
一，为上市公司市场化、法治化重整提
供可复制的典范。
纾解企业之“愁”——面对疫情大

考，
福州市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业，联合中西部 6 省区市人社部门举办
线上招聘会，
在全国首创招工引工新模
式。福州市还推出全省首份轻微免罚
清单。
实现企业之“盼”
——抓龙头、建集
群、强园区、壮产业，
福州大力推行园区
标准化建设，落实产业链链长制，优化
生产要素配置，
帮企业把握发展机遇。
大到项目生产经营、产品市场销
路，
小到员工子女就学、企业服务配套，
福州全市上下通过下沉企业主动服务，
让企业发展安心舒心顺心。
（蒋雅琛 林榕昇 林瑞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