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断吸取自贸区经验，是进一
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扩大对外开
放，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手段。按照
要求，我市以火炬开发区为试点积
极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经过前期的深入研究，我市布
置在火炬开发区开展复制推广上
海、广东自贸区试点地区具体经验
和做法的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
和时间节点，确保我市的改革试点
工作顺利完成。我市及时启动改
革，抓好分类实施。按照省5月底批
复的改革事项目录（共130项，其中
直接取消审批5项，改为备案2项，
实行告知承诺制21项，优化准营管
理 102项），组织火炬开发区、各部
门对照改革事项目录逐项制定试
点方案和监管措施，从6月13日起

正式实施。
本次改革目标是全面清理规

范各类涉企许可事项，通过直接取
消一批、改为备案一批、实行告知
承诺制一批以及优化准营管理、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式，进一步破
解企业“办照容易办证难”、“准入
不准营”的突出问题。

截至 7月底，火炬开发区共受
理“证照分离”改革相关业务共 13
类 591宗，发出许可证 482张。通过
实行告知承诺制和优化准营管理，
基本实现各事项办理时间压减50%
以上，其中压减幅度最大的事项为
食品药品经营许可，审批时间由法
定时限 30个工作日缩短为承诺时
限7个工作日，压减幅度达77%。同
时优化审批流程，通过设立开办企
业综合窗口和实施“证照联办”，将
开办企业涉及到的商事登记、公章
刻制、国地税涉税信息采集及银行
开户信息采集整合到综合窗口，全
流程整合为 2个环节，办结时间缩
短为 5个工作日；将营业执照和食
品药品经营等许可证联办，实现“一
窗受理、一套资料、一次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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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开创中山工作新局面的“关键一招”

清扫沉疴积弊 打造最优环境

据市商务局局长林伟
强介绍，中山正积极对接
全球科创高地，引进高科
技项目落地。中山产业基
础雄厚，集聚度高，营商环
境优良，在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中山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
研究所合作新成立的中以
（中山）科技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致力双方在科创领
域的合作，探索建立高效
的创新创业资源对接机
制。

我市建立中山“侨谱”
和海外青年侨俊交流平台，
汇聚侨智侨力资源，加强与
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合
作，加快建设国科大创新中
心、以色列创新中心，带动
全市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实
现“量质双提升”。

一方面，我市积极加
强国际交流，围绕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高端产业开展招商推
介活动，积极引进世界 500
强、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

和带动性强、产业链长的
重点企业。另一方面，我市
营造交流平台，支持企业
积极稳妥“走出去”。

我市打造境外产业集
聚平台，推动商协会或企
业组成联合体或采取联盟
方式组团“走出去”，引导
产业链上下游抱团出海，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有
计划地在与我市产业互补
性较强、市场潜力较大的
越南、印尼、老挝等地打造
我市重要境外产业集聚平
台和国际产能合作载体。
积极引导中山长虹电器有
限公司等企业整合利用海
外成熟销售网络资源，联
合我市有意开拓国际新兴
市场的美居企业，探索抱
团在境外打造国际展销平
台。将更多“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展会
列入我市重点展会，鼓励
企业抱团参加“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展览，探
索新合作，开拓“一带一
路”沿线市场。

今年7月，我市公布

“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代

理办同城办”（以下简称

“五办”）首批事项清单，

成为全省首个公布“五

办”清单的地级市；推进

营商环境改革，我市提出

按全省最优标准，已起草

《中山市进一步深化营商

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

案》，即将实施；今年7月，

中山向全球发出“英雄

帖”，启动中山翠亨科学

城城市设计国际咨询，来

自多个国家的约 200 家

机构投来橄榄枝……一

个个创新举措接连推出。

更加坚定的改革步伐，在

改革开放40年的新起点

起步。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

开创中山工作新局面的

“关键一招”。中山正通过

改革不断厚植中山体制

机制新优势，弘扬中山改

革开放先行者的冲天干

劲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

气魄，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奋力走好新时代的改

革新途。

推动营商环境综合改革

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
评价体系，除了政务环境等因
素外，法制环境是营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的一项重要指标。

近年来，中山大力探索知
识产权制度改革，推出了知识
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等多项创新举措，获
得国务院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肯定推广，可为其他地市知识
产权改革提供可推广复制的
经验素材。

中山依托专利密集的灯
饰产业集聚区，建立全国首个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中国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
速维权中心，形成快授权、快
维权、快协调的一站式知识产
权保护服务体系。

在快授权方面，建立外观
设计审查的备案准入制度、预
审制度及绿色通道制度，对符
合准入条件的灯饰外观设计

申请，由快速维权中心预审
后，进入中国国家专利审查流
程和快速授予专利权的政策
通道，外观设计申请10个工作
日内即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

在快维权方面，组建专业
执法团队深入产业一线快速立
案、调研取证、审理和结案。对
于认定侵权的案件，积极促成
和解，并将调解不成的案件快
速移送司法和仲裁机构。同时，
联合灯饰展会、灯饰电商平台
和周边地市进行联合执法, 快
速解决市场流通环节的侵权问
题。专利侵权纠纷行政执法案
件可实现1个月内结案。

在快协调方面，成立打击
知识产权犯罪侦查中队，联合
执法，加大对重点行业、领域
和地区的恶意侵犯知识产权
案件的查处力度。推动知识产
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有效

衔接，在中山古镇建立全省首
个远程知识产权诉讼服务处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中山
诉讼服务处，实现远程立案、
开庭审理、调解、司法确认等
功能，实现快速衔接司法审判
程序。

除此之外，我市针对知识
产权价值评估难、市场流通渠
道少、处置变现难等问题，创
新“政府+保险+银行+评估公
司”组成风险共担的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新模式，设立风险补
偿金，创新风险共担机制，加
强风险控制，出台知识产权专
项资金使用办法降低企业融
资成本，为知识产权插上金融
的翅膀。我市还充分发挥司法
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加
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
新，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审判质
量效率，营造更加公平正义的
法治环境。

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

文/本报记者 隋胜伟 徐世球
图/本报记者 黎旭升

●先行先试，“五办”改革两个月提速50%

良好的政务服务，是一个
城市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为全面深化“放管服”改
革，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
办事、不添堵”，中山市先行先
试，以“减少审批程序、减少审
批资料、减少前置条件、减少审
批时限”为指引，提前谋划，在
2018年初即启动政务服务“马
上办网上办一次办代理办同城
办”（以下简称“五办”）改革。

今年 7月，我市公布首批事
项清单。公布时间比上级要求
提前，成为全省首个公布“五
办”清单的地级市。在服务内容
方面，我市还增加了“代理办”。

一份“五办”清单，重构了
政务服务新生态。我市全面梳
理公布“五办”事项清单，对直
接面向企业群众、依申请办理
的市、镇两级行政许可和公共
服务事项全部纳入“五办”改革
范围。首批清单通过政府网站、

实体大厅、宣传手册等向全社
会公布，其中行政许可事项 748
项、公共服务事项344项。

“五办”改革实施两个月以
来，“马上办”办件量 14.9万件、

“网上办”18.5万件、“一次办”
15.7 万件、“代理办”0.8 万件、

“同城办”20.8万件，提前办结率
100%，平均提速50%。

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市
着手分步实现“五办”全域覆盖。
按照“五办”事项新要求、新流
程、新标准，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完善实体政务服务体系支撑，优
化网上办事大厅及部门网上办
事平台设置，同步调整事项、流
程、权限，抓紧“五办”事项落实。
与此同时，着力破解审批服务事
项办理中出现的新痛点、难点、
堵点，按照“成熟一项、新增一
项”的原则，不断扩充“五办”事
项清单，逐步实现行政许可和公
共服务事项的全覆盖。

●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

●国际眼光打造中山翠亨科学城

今年 7月 9日，中山翠亨科学
城启动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一份
中英文的咨询公告，面向全球公
开征集设计方案，拟按国际标准
规划设计，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
展引领区、珠江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重要平台和国际化现代城
市新中心。

本次国际咨询设计方案注重
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引领，从强化湾
区互动、粤港澳合作、东西两岸融合
发展、联动周边区域发展入手，综合
考虑与深圳前海、深圳大空港、深

圳海洋新城、广州南沙、珠海横琴、
东莞滨海湾新区、中山中心城区、
中山滨海产业创新带等区域重要
节点的关系，助力中山建设成为珠
江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支撑点。

公告发布后，引起业内机构的

热切关注，截至报名结束，参与报
名的机构有百余家。众多报名的国
际知名机构中，除了来自香港、北
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的，还包
括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
国、荷兰、新加坡等国家的机构。

8月 6日，中山翠亨科学城城
市设计国际咨询资格预审会评审
结果公布，确定了 6 家受邀机构
（含联合体）和2家备选机构。

国际咨询为中山翠亨科学城
的建设奠定了国际化、高标准、前
瞻性、创新性的基调，为创新创优
国际产业园区建设打下了基础。

●复制自贸区经验推动“证照分离”改革

●引来创新资源 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五办”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动力，2018
年上半年，全市新登记注册各类市场主体38681户，同比增长
10.26%，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134.36 %。

我市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经验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列入典型案例进行研究。目前，经
国务院发文推广，中山（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经验做法已在全国17个行业应用。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市正在按照有关部署，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市。

与深圳前海隔江相对的
翠亨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
势，承载着未来发展的重要使
命。打造国际产业平台，需具
备国际视野。

中山周边环绕着南沙、
前海、横琴三大自贸区，区位
优势十分明显。构建全面开
放新格局，需要合理利用自
贸区的政策红利的外溢作
用，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政策
红利和发展优势。

目前，我市正在重点推进东区中山一以色列科
技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来自以色列的Bebear公
司，致力于推进以色列科技公司（包括创业公司及成
熟企业）与全球企业合作。该集团积累了超过700家
以色列本地企业的客户资源，覆盖初创到成熟各个
阶段，主要关注领域包括：物联网、智能制造、数据安
全、数字医疗、汽车、电子商务等。

按照“五办”事项新要求、新
流程、新标准，我市完善像行政
服务中心（上图）等实体政务服
务体系支撑，优化网上办事大厅
及部门网上办事平台设置。

我市打造境外产业集聚平台，推动商协会或企业组成联合体或采取联盟方式组团“走出去”，引导产业链上下游抱团出海。图为我市组织企业参加广交会。

我市鼓励企业抱团参加“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览，
探索新合作，开拓“一带一路”沿
线市场。图为企业参加展会。

时代命题 中山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