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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日报记者 张富博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商环境是一座
城市市场发育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
的综合体现，是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是事关高质
量发展的“命门之穴”。

如今，奋进在新时代的包头市，正以孺子牛、拓
荒牛、老黄牛的精神真抓实干，全力打造审批最少、
服务最好、速度最快的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让营商
环境成为这座城市新的金字招牌，成为开启“十四
五”新征程、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包头的最大助力。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让您办成事

近日，一条关于“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的新闻，
让包头市再次刷屏。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聚焦解决的是群众、企
业线上或线下提交申请材料后，各部
门未能按时受理、按时办结，或群众 2
次及以上到各级政府部门、政务大厅
未能解决的问题。

截至 4 月 8 日，包头市及旗县区两
级大厅共有 18 个，包括 1 个市政务大
厅、10 个旗县区政务大厅、7 个分大
厅，全部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部分旗县区还在向苏木（乡镇、街道）、
嘎查（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延伸，加
快拓展受理渠道和范围。

为了切实让“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信箱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成为解
决民生关切的重要平台，包头市各级
政务服务部门都建立健全了“办不成
事”投诉、整改、反馈机制，对搜集到的
问题，逐项研究分析、追根溯源，形成
工单派发有关地区、部门或窗口限期
整改解决；各级部门对政务服务部门
交办的“办不成事”事项或问题，建立强有力的督查
机制，持续跟踪督办，确保“办不成的事情能尽快办
成”。

市民张国民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窗口，就等于
有了‘兜底’服务，给我们前来办事的老百姓吃了颗

‘定心丸’。”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

需。小小一个窗口，解决了群众、企业“办不成事”
的大问题，赢得了群众和企业的一片点赞。

最近，很多人留意到，关于包头市营商环境的
报道，频频见诸各大媒体，出现在指尖耳畔、屏幕报
端。

1 月 4 日，元旦假期结束第一天。经过 3 个月
的准备，包头市政府部门首次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
见请市民评议活动举行。3 天，3 场报告会，36 个政
府部门负责人面对面向群众报告工作，6000 余名
市民代表现场阅卷、热情评议。

这次零距离的政民互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
注，新华网、人民网、包头新闻网等媒体直播点击量
屡创新高。

1 月 11 日至 12 日，包头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
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专门审议通过
了《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关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快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于 1 月 15 日
在《包头日报》全文刊发。这项有别于其他城市全
会的自选动作，既是宣示也是承诺，再一次彰显了
包头市以坐不住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等不
起的责任感全力以赴抓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1 月 17 日，第十八届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第八次
中国企业营商环境峰会暨 2020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
新闻发布仪式在京举行，包头市以优异“成绩单”，
荣获“2020 年度中国企业营商环境（案例）十佳城
市”称号。

这份荣誉之后，是众多企业家在为包头市投
票。

在《科技日报》一篇关于包头市营商环境的报
道中，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念淮表
示：“我们在包头市投资兴业，和当地政府部门及园
区的关系，就像谈恋爱一样愉快、融洽。”

中国企业网一篇文章如此写道：“包头市在千
方百计下好创建良好营商环境这盘棋，使市场主体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持续迸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劲动力，也为内蒙古乃至全国创造了别具特色的
包头样本。”

3 月 6 日，在人民网《两会云客厅·包头时刻》的
报道中，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雅感慨地说：“前段时间，我们急需 5000 万元贷款
用于发展生产，在微信群里反应情况后，很快就有
人帮我们协调，及时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
觉得这个方式非常便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其释放的信号只有一
个，那就是包头市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真诚与执
着。

向审批最少服务最好速度最快迈进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几个月来，包头市
对标全国最好水平，全力打造审批最少、服务最好、
速度最快的一流营商环境，用最大的真诚与执着，
释放着这座城市的吸引力。

市四套班子及各级各部门相继出台实施办法，
并作出公开承诺，接受全社会监督；市、旗县区两级
均组建了“1+10+N”企业微信群，企业遇到困难问
题在“群里”交办，地区、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群里”
领办，市、旗县区领导“线上线下”督办，实现了政企

沟通“即时”化，处理问题“高效”化、政商关系“亲
清”化。

几个月来，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到，这座城
市的营商环境正快速跃升，并不断改善。

事项向最少压缩，速度向最快迈进。
包头市行政审批时限大幅压缩，企业新开办时

间压缩至 1 天以内，设立登记、刻制印章、申领发
票、社保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只需 0.5 个
工作日就可办结。

通过减流程、缩时间、提效率、增服务，包头市
不动产登记服务增值提速 60%；普通货物运输经
营许可证核发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为即办件，
当场申请、当场办结、当场发证；对于其他没有量化
的措施对标国内先进做法，提出了一系列包容普惠
措施。通过减时限、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包头
市总体的行政审批申请材料压缩 58%，办理环节
压缩 45%。

服务向最好看齐，环境按最好打造。
在包头市开办企业免费赠送包括营业执照、公

司印章、税控设备等“大礼包”；政务服务推出一批
24 小时在线申报、无人干预、自动审批事项，推进
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
就 近 办 的 形 式 更 加 丰 富 ，目 前 网 上 可 办 率 达 到
95%，今年力争实现 100%。

“旗县区开办企业实行‘三费全免’、实现零收
费”“出台营商环境 2.0 版工作标准”“开展集中审批
日活动”，各地区、各部门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新动作
不断、新亮点频出。

春风不独开春木，更促浪花高似屋。这些重
商、亲商、安商、扶商优惠政策的出台，正将这座城
市真正打造成为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热土、居民个
人享有幸福生活的宜居宜业之地，也吸引着全国各

地、各个领域的客商企业、青年才俊纷至沓来。

包头市：包你满意等你来

大争之世，非优即汰；转型之时，不进则退。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包头市深知，营商环

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是一场持续深入的持久
战，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

2 月 18 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上午，包头市便
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会议。会议强调，我们需要
的一流营商环境，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是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营商环境，是一流的政
务环境、一流的法治环境、一流的产业（市场）环境、
一流的城市环境！同时吹响了“我们向最高标准、
最高水平追赶的速度要更快，我们要从追赶者逐步
变成引领者”的冲锋号。

同日，包头市召开“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工作
动员大会，动员全市上下要把狠抓落实作为头等大
事，作为关键和根本，片刻不能等待、片刻不能迟
缓、片刻不能懈怠，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
又实，全力推进包头市高质量发展。

跑起来、抢时间、争一流！
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迅速燃起“干就干一

流、当就当先进、争就争第一”的斗志，奋起赶超、奋
力跨越，争相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添柴加薪。

很快，全市多个旗县区、多个政务服务部门作
出了“周末不打烊”甚至“全年不打烊”的服务承
诺。其中，包头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达茂旗政
务服务大厅、固阳县公安局政务公安业务窗口、稀

土高新区社会保障大厅、东河区人社部门等在年初
就推出了周末服务。双休日“不打烊”“预约办理”

“延时办理”“午间办事服务”等贴心的服务方式也
不断推出。

今年 3 月，包头市率先在自治区出台了《关于
加快引进培育重点产业领域中高端人才的若干措
施》《关于支持吸引青年人才来包就业创业的若干
措施》和《包头市服务高层次人才若干措施》三大人
才政策措施，在人才“引、聚、留”上以诚意招人，以
真金白银的支持留人。

处处都是营商环境，人人都是形象使者。在营
商环境面前，没有部门是“旁观者”，没有地方是“空
白点”，没有谁是“局外人”。如今，全市上下争先恐
后、奋力前行的干事创业热情日益高涨，一心一意
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强大合力已经形成，与
最好的比、同最强的赛，包头市正向着富有影响力
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向着让包头市人民引以为
豪的、热爱的、享受的创新创业城市、美丽宜居城
市、幸福平安城市阔步迈进。

近者悦，远者来。
在黄河“几”字弯、壮美敕勒川，一幅繁荣昌盛、

欣欣向荣的新时代画卷正渐次展开；一座包容开
放、锐意进取的现代化城市正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邀
请——包头市：包你满意等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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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接待
窗口。

②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办不
成事”反映窗口。

③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办事
指南“码”上服务。

④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公安
局身份证办理窗口。

⑤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接待
窗口耐心为市民服务。

⑥包头市政务服务大厅接待
窗口耐心为市民服务。

（本版图片均由包头日报记者吴杰摄）

对标先进
全力打造国内一流营商环境

【包头·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