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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照分离”
改革将铺开

9

“领证”
的烦恼怎么减？
列好清单做
“减法”
“通过‘证照分离’改革
能取消的尽量取消”
“证照分离”
改革带给企业的便
利有多大？从上海曼秀雷敦化妆品
有限公司的案例可见一斑。
今年 2 月底，上海曼秀雷敦化
妆品有限公司向浦东新区申请进口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形式审查
通过后，3 月 1 日该公司产品肌研糀
润洁面乳拿到“国妆网备进字”备案
凭证，3 月下旬首批 5.7 吨产品已在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完成进口申
报。但在“证照分离”改革之前，企
业要携带备案产品的纸质资料及样
品，到北京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形
式审查通过后，纸质资料转由专家
进行审评，通过后才能取得“备案凭
证”，进而办理相关进口通关手续。
正是“证照分离”改革让曼秀雷敦产
品的准入时间从至少 2 个月缩短为
5 个工作日。
化妆品行业的“领证”时间不算
最长，一位建筑行业的企业家向记
者介绍：
“ 要拿到施工许可证，先要
拿到土地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完成
施工图审查，办理质检安检手续，
提
供工人工伤保险证明、工人工资支
付专户等，往往一个房地产项目两
年多都开不了工。
”
针对“有照不能营，企业干着
急”的情况，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着
力点放在了“证照分离”
改革。2015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率先试点，通过
对 116 项行政审批事项，按取消审
批、审批改备案、告知承诺、提高透
明度和可预期性、强化准入管理等
5 种方式进行改革试验，解决企业
“办证难”问题，有效降低了企业制
度性交易成本。2017 年，在深入总
结浦东经验的基础上，天津等 10 个
自贸区和有条件的一批开发区、新
区均进行了复制推广。
为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的任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半年对上海等
地试点成熟的涉企行政审批事项要
在全国推开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同时，建立‘证照分离’改革长效机
制，积极探索将更多直接针对市场
准入的涉企行政审批事项纳入改革
范畴，努力实现‘证照分离’改革模
式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
“证照分离”
改革推向全国的过
程中，如何做好“减法”
，真正为企业
减负？
摸清底数，列好清单，对各类企
业取得营业执照后还需要办多少
证，心中有数。王一鸣建议：
“ 各地
先要梳理一下各个行业准入证、生
产服务许可证、职业资格证等究竟
有多少。通过‘证照分离’改革，能
取消的尽量取消。
”
例如，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
福州片区在“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中，将工商登记前、后置审批项目进
行了梳理、简化，并与当地《市场主
体经营范围参考目录》一一对应，
同
时嵌入登记业务系统，实现后置审
批系统自动精确推送，方便企业“领
证”
。

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
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在谈到深化“放管服”改革时，明确提出
将“证照分离”
改革推向全国。
“一些地方营业执照立等可取。但‘准
入不准营’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办照很快，
后续办证很慢，企业没有办齐许可证开不了
业。比如办餐馆，没有卫生许可证，就不能
营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说。
企业拿到营业执照后，究竟还有多少
“领证”的烦恼？
“证照分离”改革，如何既“放
得下”
“ 管得起”又“服好务”？近日，本报记
者采访了一些企业和相关专家。

联合惩戒做
“加法”
“很多部门都有市场监管职能，需要明确职责、加强联动”
“‘证照分离’改革后，淄博高新
区内企业开办时间由过去平均 12.8
天压缩到 2.6 天，拿证照的效率高
了，但涉及人民生命安全、食品安
全、社会安全的审批，该有的必须
有，事中事后监管还要加强。”山东
省淄博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企业注
册科科长刘兵说。
“证照分离”绝不是只“放”不
“管”。
“证照分离”改革后，还需要各
监管部门加强联动，做好市场监管
的“加法”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
兴洲说：
“这次机构改革设立了市场
监管总局，将很多监管职能集中到

一起，力争解决过去部门分割、相互
管理。同时，工商部门定期向公安
掣肘、内耗很大、成效并不显著等问
部门通报中介机构登记注册信息；
题，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新部门
公安部门随时需要查询相关登记管
的监管思维、措施要有变化，以应对
理资料，
工商部门予以配合。
新挑战。
”
强监管，还要加强部门联动。
强监管，先要厘清监管职责。 “市场监管总局的设立体现了大监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工商局副
管思路，但大监管也是有限大监管，
局长刘伟介绍，在“证照分离”改革
市场监管部门之外，还有很多部门
中，应强化日常监管，各部门既要厘
都有市场监管职能，仍然需要明确
清监管职责，又要互相配合。比如
职责、加强联动。”北京大学竞争法
对“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
研究中心主任肖江平说。比如，可
认定”的监管，由公安部门负责因私
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和失信惩戒，
出入境中介活动的业务管理、监督、 构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
检查；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中介机
惩戒机制。
“ 我们企业希望办事方
构申办登记注册和中介活动的市场
便，也希望监管加强，这并不矛盾。

换位思考做
“乘法”
“优化服务，从企业需求出发进行政府流程再造”
“我在四五个城市都负责过地
产项目，珠海横琴新区的政府服务
更让人省心。”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经理介绍，取
得营业执照的建筑公司，施工前必
须拿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在
“证照分离”改革之前，通常企业从
拿地到办好手续开工至少需要 8—
10 个月。横琴很多地方是填海造
陆，地质条件复杂，要经过更细致的
专家评审，通常办好手续开工要经
过 14—15 个月。
然而，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从
企业需求出发，改变过去整体立项
备案的方式，想出了社会投资项目
可分阶段发放许可证的新法
子。
“分阶段备案，企业最快 2
个月就可以开工，比过去至
少提前一年。
”张经理说。
政府服务的优化在稳
增 长 中 产 生 了“ 乘 数 效
应”。
“ 以一个 30 亿元的房
地产项目为例，仅‘建筑工
程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备案一项
改革，让企业提前一年开工，就可以
节省一年的利息 5000 万元左右。”
张经理表示，一家企业在此受益，
就会引来更多企业投资，增加

就业，进而带动当地快速发展。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
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市场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明显增强。
“证照
分离”改革效果如何，相当程度有赖
于优化服务。
“优化服务最重要的是转变心
态，换位思考，想企业所想，急企业
所急。从企业需求出发，进行政府
流程再造。”横琴新区建设环保局市
场管理科工程师方峰说。
《横琴新区
社会投资类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创新
方案》出台前，政府相关部门不
仅调研了区内的
港 澳

企业和国有企业，还去香港政府发
展局、工程师协会“取经”，吸收了当
地分阶段备案的经验，对横琴相关
审批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
中国市场监管学会会长何昕认
为，商事制度改革克服了传统经济
管理模式中政府干预过多的弊端，
带动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
转变政府职能，还权于企业、还权于
市场。同时，推进监管创新、优化服
务，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实现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统一，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的提升。
此外，政府优化服务更
不能忽视小微企业。
国家发改委
经 济

让违法乱纪的企业没有空子钻，守
法企业才有好的竞争环境。
”山东省
淄博佰乐堡酒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刘国辉说。
强监管，更要用好技术手段。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
玉凯说：
“ 原质检总局、原食药监总
局各有一套信息化系统，眼下急需
在大市场监管框架下进行系统的整
合，否则大数据就没法用。”他建议，
应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支
撑，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统一归集公示各部门登记、许
可、备案等准入信息和行政处罚、抽
查检查结果等监管信息，进而形成
监管大数据。

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建
议，
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还应
突出为小微企业服务。其实，小微
企业和市场监管部门联系比较多，
要让“小微”们把监管部门当成娘
家，既有利于“双创”，也有利于稳定
就业。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