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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全面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努力打造“放管服”改革浦东样本
“在以前从申请到建设起码半年，
但
元；截至今年 8 月底已有 32 项服务
今年 9 月初递交申请材料后没几
业、制造业扩大开放措施落地，
累计
天，区卫计委就提前服务，
到现场勘
落地企业超过 2680 个。
察指导，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公示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 2015 年 12 月
而得益于大型医疗设备购置备案制
国务院批复的 116 项改革事项已全
管理的优越性，又明显缩短了我们
部实施，2018 年 1 月国务院新一轮
的开业准备周期，预计明年医院就
批复的 10 个领域 47 项改革试点，以
能投入使用”
。
及按照市政府关于改革全覆盖要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推进， 求，纳入自主改的 35 项事项也已全
有效解决了企业“办证难”问题，激
部实施。同时，
“ 六个双”政府综合
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优化了营商
监管机制已在全区 21 个监管部门、
打造“放管服”改
环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和
108 个行业（领域）全面推广应用。
革浦东样本
制造业对外开放项目加速落地，也
全区 327 项涉企审批事项全部实现
有力地推动了落地企业尽快开业经 “一网通办”和“最多跑一次”，其中
近期，杉杉医疗投资管理（上
营。数据显示，2016 年和 2017 年浦 “不见面审批”已经达到 53%。实际
海）有限公司规划建设的君爱康复
东新增纳税主体，和 2015 年相比分
办理时间达到 3.3 个工作日，比法定
专科医院开始投入建设。得益于浦
别增长 9%和 29%。全区地区生产
时限的 22 个工作日压缩了 85%。
东营利性医疗机构审批改革，项目
总值连续保持 8%以上年增长速度，
随着改革试点不断深入，浦东
今年 7 月签约合作，10 月就投入建
2018 年将突破 1 万亿元；合同外资
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主体、协同联
设，杉杉医疗董事长兼总裁沈波说： 金 额 快 速 增 长 ，累 计 近 1300 亿 美
动、系统集成、法治引领、信用支撑”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解决市
场主体“办证难”、优化营商环境的
“证照分离”改革已在浦东开展了两
轮试点工作。记者了解到，目前改
革试点任务已在浦东全面落实，并
逐步形成“放管服”改革的浦东样
本，改革成效持续显现，并由日前召
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向全国复
制推广。

为特征的
“放管服”改革样本。
比如浦东全面梳理国家、市、区
三级企业市场准入审批事项，建立
全覆盖事项清单；随后将事项清单
按行业分类，
推送给行业内企业，
通
过企业“众筹”改革事项；再梳理企
业建议，
围绕重点产业，
针对企业痛
点研究确定改革方式；并问效于企
业，
全面了解企业感受度和满意度，
持续优化完善改革举措。
浦东坚持能放则放，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两轮
198（116+47+35）项改革中，27 项取
消审批，17 项改为备案，75 项实行
告知承诺；浦东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照后证前”监管，创设“双反
馈”和
“双跟踪”机制；
全面实施政务
服务
“一网通办”，通过涉企事项
“单
窗 通 办 ”解 决“ 找 谁 办 ”的 难 题 。
（下转 3 版）

青海省党政代表团
在浦东参观考察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由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青海省委副
书记、省长刘宁率领的青海省党政代表团昨天在浦东参观考察。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参加考察活动。
当天，青海省党政代表团在上海自贸区企业服务中心，听
取上海自贸区整体情况及“一网通办”情况汇报。浦东新区企
业服务中心是浦东新区区级面向企业服务的平台，设合欢路和
城南路两个服务平台。合欢路服务平台大厅共有 24 个部门进
驻，受理涉企事项 405 项。10 月 8 日，中心实现 382 项涉企事项
单窗通办，覆盖率达 94.3%，主要业务由企业市场准入办证办照
拓展至建设项目审批、城市管理等领域。代表团还了解到，目前
企业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建成“统一受理、整体服务”的企业办事
“一张网”，实现区级全部企业办事事项全覆盖。服务大厅还设
有帮办咨询窗口若干，依托网上办理平台、支付宝、微信小程序
等实现人脸识别取号和无声叫号、短信提醒。
在位于金桥的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青海党政代表
团一行考察了汽车前瞻设计及造型中心大厅、设计工作室等，并
听取公司有关情况介绍。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6 月 12 日，是由通用汽车（中国）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
团）总公司（现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国内第
一家中外合资汽车设计开发中心，也是国内第一家获颁“国家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合资汽车企业。泛亚一直走在中国汽车设
计开发的最前沿，陆续完成了别克、雪佛兰和凯迪拉克等多个品
牌几百款车型的开发工作。
副区长王华参加考察活动。

吉安市党政代表团
到浦东考察

乐器精品 亮相浦东
乐器展上众多精品集中亮相。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延）2018 中国
（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昨日在位于
浦东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共
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逾2200家
中外企业携新品精品集中展示。
今年恰逢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
立六十周年，其在展会上展出了一

系列精心打造的民族乐器。这些乐
器在开发过程中嫁接了敦煌壁画、
飞天等敦煌元素及老凤祥金银细
工、景德镇青花瓷等非遗制作技艺，
进一步拓展了
“+文化”思维。
不仅如此，上海国际乐器展还
是传承民族音乐的国乐艺术聚集

地。当今广欢迎的古筝演奏家袁
莎，此次将探究中国当代筝乐的流
派与格局，为大家带来讲座《筝与流
派之美》；多年来活跃在国际国内舞
台上的著名二胡演奏家、空政文工
团国家一级演员邓建栋，也将与观
众分享自己对于当代二胡发展的心

得与理念。
此外著名四重奏团体上海四重
奏，
小提琴家、
第 49 届帕格尼尼国际
小提琴大赛金奖获得者黄蒙拉，大
提琴家秦立巍，爵士钢琴家、J3 乐队
创始人黄健怡等也将一一登场，和
观众一起寻路西方音乐文化之旅。

杭迎伟主持召开区政府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昨天，江西省吉安市党政代表团在浦
东参观考察。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上海自贸区管
委会主任翁祖亮，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
长杭迎伟与吉安市委书记胡世忠，吉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少玄
率领的代表团一行会面交流。
翁祖亮在两地座谈交流时首先对代表团一行到访浦东表示
欢迎，并祝贺吉安在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令人鼓舞
的成绩。他说，江西省和上海市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上海是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吉安是革命老区，
而井冈山是革命圣地。浦东和吉安两地渊源深厚、人文相亲，吉
安在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浦东学习。中央提出实施长
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浦东将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加深和吉安
的交流、学习、合作，
更好地服务长江流域发展。
胡世忠说，吉安是革命老区，各项改革发展的任务很重，浦东
是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有许多改革创新的宝贵经验。围绕省委
提出的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战略，吉安此次到访主要围绕产
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以及民生服务等领域进行学习考察。他表
示，相信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推动下，在浦东区委、区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两地的各项合作将更加深入。
当天，吉安市党政代表团在东方医院考察医院新大楼，听取
医院发展、建设情况。在上海自贸区企业服务中心，代表团一行
听取上海自贸区整体情况及“一网通办”情况汇报，并考察大厅办
事窗口。随后，代表团在上工申贝集团、中科新松有限公司、咪咕
视讯公司考察企业并听取公司情况介绍。当天，代表团一行还在
碧云国际社区银杏苑考察了国际社区的情况。
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冯伟、副区长王华参加考察、会见活动。

今日导读

上海金融法院
诉调对接中心成立
2版

全力以赴做好
“进博会”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昨天上
午，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
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在浦东新
区政府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接下
来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围绕年初目标进行
最后冲刺，全力以赴完成今年的目
标任务，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杭迎伟说，今年以来，新区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

天 气

上海
15~21℃
多云

快“五个中心”融合发展，全力推进
“四大品牌”建设，年初确定的目标
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大家勇于担
当、积极有为、执行有力，干成了一
批大事难事。
结合全年的目标任务，对最后
一个季度的工作，杭迎伟提出几点
要求。他指出，要确保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今年以来，新区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但也稳中有
变，要完成好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压力不小、任务很重。特别是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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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大事情、重大活动较为集中，我
们必须咬住目标、全力以赴，以更加
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有效的
工作举措，科学研判、积极推动，特
别是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切
实做到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确保完成全
年各项工作任务。
杭迎伟表示，要面向全球推进
新一轮自贸区改革。上海自贸区已
经走过完整的 5 年，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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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 微风

开和中美经贸摩擦这样一个大的背
景下，自贸区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5 年来，自贸区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成效显著，在投资贸易制度、服
务国家战略、推进“放管服”改革以
及促进区域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成果。下一步，落实四个新
高地的要求，抓紧谋划具体举措，围
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政府治
理能力，
争取新的更多突破。
杭迎伟强调，要面向未来扎实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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