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TH NEWS 新闻纵深

3E-mail:liwei@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吴婷 2019.4.15

为更好服务企业把脉探路

“改革更有力度、服务更有温度，贴近

企业需求、实现精准服务”，位于浦东企业

服务中心内的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墙上，

两句简短的宣传语异常醒目。二十多平

方米的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服务了数

百家企业，解决了近 600件企业注册急难

愁问题。

2018 年 1 月 8 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

局2018年优化营商环境“二十条”发布，作

为其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企业感受度举

措之一的“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也正式

揭牌。“担纲领衔”工作室的，正是在注册

一线工作了25年的“老法师”，党的十九大

代表徐敏，她带领着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

许可分局的11名年青骨干，每天为如何更

好服务企业奔波忙碌。

从1993年到浦东工商局工作，徐敏见

证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全过程，随着市场准

入便利化“双十条”、企业名称登记制度改

革试点、“多证合一”“一照多址”等一轮轮

改革举措的推陈出新，浦东的企业市场准

入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工作室成立后，

徐敏和同事始终立足问计于民，紧密结合

大调研，采取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交流座

谈、随机暗访等多种调研方式，面对面倾

听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的心声，问需问

计。同时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需求，制定

切实有效的方案措施，使工作室成为一个

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企业获

得感的服务平台。

工作室成立后不久，上海外高桥造船

有限公司向浦东市场监管局提出增资、股

权变更申请。“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成员

了解到，为完成定向增发及上市公司的资

产结构重组，该企业计划于 2月 26日前完

成增加注册资本、调整股东结构等各类变

更。申请时间与计划时间仅有 3天，眼看

时间紧迫，“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按照浦

东推出的企业登记“1+1+2”办理模式，派

工作室骨干成员予以专人指导，帮助修改

申请材料，加快内部审批流程，当日就完

成了申请案的受理及核准，并当场核发执

照。企业申请人事后表达感谢说：“如果

没能及时拿到新的营业执照，就会造成企

业重组失败，损失无法估量。在工作室成

员的专业知识及热情服务下，我们顺利地

一次完成提交申请，并于当天办结，切实

感受到了浦东的速度和温度。”

在互联网教育创业基地“蚂蚁创客小

镇”，许多孵化器中的创业者都认识徐敏，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徐敏总要带领工作室

成员来到创业园，开展十九大精神、市场

监管政策宣讲。每次结束后，创业者总会

“拖住”徐敏，咨询各种问题，纷纷要求留

电话、加微信。每走一个点、参加一个活

动，徐敏总会建一个微信群，将工作室延

伸到了网上，在线上予以咨询答疑服务，

逐渐地形成了工作室 24 小时服务机制。

工作室还发现，许多企业的‘急难愁’往往

发生在注册之前，于是把提前服务的思路

与浦东企业服务中心服务企业的举措相

结合，去年4月，“一帮到底”的窗口应运而

生，帮助了许多企业解决了注册前期的政

策和流程辅导问题。

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

解决企业需求的同时，工作室注重将调

研加以总结，在面上推动形成复制推

广。成立以来，工作室撰写了多篇调研

文章，比如《服务企业问题研究》《浦东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访新区孵化器企业

调研报告》等，为解决当前企业登记之需

和下一步市场准入改革创新举措提出前

瞻性建议。结合“开办企业问题目录清

单”，工作室积极参与打造企业登记标准

体系，从申请要件的标准化入手，通过提

取后台的审批要素，为申请者在准备材

料时提供更明确的指引，让企业真正做

到“最多跑一次”。

精准服务显示浦东温度

浦东是改革开放的热土，也是创新

创业的热土。随着中央交给上海三项新

的重大任务，也为浦东新一轮发展提出

了更高要求。如何保障改革举措更好落

地、服务企业当好贴心“店小二”？徐敏

深知，“小窗口见证大发展”，企业注册登

记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对政府

服务和营商环境的印象。

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将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

化成产品后投放市场。企业听闻自贸区

率先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允许

医疗器械注册人直接委托上海市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可将已经取得的

大量科研成果直接有效转化为市场价

值，便决定将企业迁移至张江科学城。

在办理迁移手续时，因存在后续申请“医

疗器械注册人”诉求，需更改营业执照的

经营范围和住址。获悉情况后，“徐敏创

新服务工作室”专门指派张江办事处业

务骨干为该企业提供细心专业的讲解和

辅导，并开辟“绿色通道”，帮助该企业解

决相关变更难题，并当日核发了营业执

照，为该企业顺利成为“医疗器械注册

人”提供了资格保障。

开发开放 29 年，创新基因已深深扎

根浦东，徐敏时刻将“呵护创业者梦想，

让创业梦想落地开花”的理念记在心

头。上海衍禧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成

立于 2008 年的国家级医疗孵化器，目前

在孵企业 100 多家。在 2016 年，徐敏和

该公司总经理翟靖波有了第一次接触。

那时孵化器内的一位创业者由于注册地

址填写的是孵化器的工位而遇到了注册

难题，几经辗转翟靖波找到了徐敏。没

有推脱、没有回绝，徐敏和团队直接来到

孵化器现场“问诊”，在了解到创业者的

实际需求及孵化器现状之后，徐敏多方

沟通协调，最终公司顺利进行了注册，而

这一次尝试也为浦东“工位登记”制度开

创了先河。

一直到现在，翟靖波和孵化器内的企

业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徐敏和

她的工作室。“徐老师经常带着工作室成

员到孵化器来开展政策宣讲，还参加我们

的创业营活动，接受创业者们的各种咨

询，去年我们开始尝试共享实验室的概

念，徐老师也会结合相关政策为我们出谋

划策。”翟靖波说，“为创业服务不简单，产

生的价值不可估量，徐老师让我们感受到

了政府服务的温度。”

干一行爱一行，在注册一线有着丰

富经验的徐敏时刻关注着企业、市场的

变化。去年的 12 月 25 日，按照工作室大

调研的日程安排，徐敏带领着工作室骨

干孙慧苓、张晓彤走进了位于张江的“上

海优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

展需求。公司创始人汪远根介绍，企业

自主研发了费控、电子发票解决方案方

面的“费控宝”“微报账”软件平台，解决

了消费端和企业财务报销端的打通、电

子发票生成后的查伪、查重复报销等问

题，但在公司注册、名称审核时遇到了难

题。

听取介绍之后，徐敏敏锐地捕捉到，

在帮助企业解决难题的同时，可以完善电

子发票查伪等监管的难点，也能实现财税

管理的无纸化办公。调研结束之后，徐敏

与同事立即与市局注册处进行了沟通协

调，一方面上传书面的公司运作情况说

明，另一方面积极安排时间陪同优读公司

创始人到市局现场路演，直观了解该司详

细的产品情况及运作模式。大家群策群

力，凭借各自的专业精神和工作经验，给

出了符合公司需求的方案，市局于当场核

准了“微宝帐（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申请。

在帮企业解决了注册难题后，徐敏又

协调了浦东知识产权局商标方面的权威

人士，对优读公司的注册商标申请给出了

专业的指导意见并积极推进。事后企业

寄来感谢信说道：“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专业、高效的工作效率让我们感动……你

们一点一滴专业、细致、务实的工作，创造

了上海这么好的创业、经营环境，让更多

的创业者、经营者信心满满。”

模范带头培育优秀人才

“我们服务企业，要对企业多一份责

任心，对企业的发展要有敏锐的洞察

力。”“要呵护创业者梦想，让创业梦想落

地开花。”“服务企业要不设路障设路

标。”……徐敏创新工作室的业务骨干们

总能说出一两句徐敏的“金句”。在他们

眼里，徐敏既是工作上的领导也是人生成

长的导师。

工作室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将自身

打造成培育优秀业务人才的摇篮和基地，

通过徐敏等老一辈市场监管人的言传身

教，成为广大青年干部、优秀人才成长成

才的营养土壤，使他们成为传承发扬市场

监管精神的中流砥柱、优良种苗。

工作室骨干之一的王鑫跟随徐敏的

时间只有 1年多，对这位“领导”已经产生

了由衷的敬佩，对窗口注册工作也有了改

观。王鑫说，小到个人独资、民营创业企

业，大到央企、国企，徐敏都会以真诚的微

笑，热情地接待每一位申请人，耐心地听

他们的诉求，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她对这

份工作的热情执着让我原本浮躁的心安

定下来，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有责

任感，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对待工

作，让每一位申请人都能感受到行政服务

的温度、感受到浦东营商环境的优势，从

中找到成就感。”

在加入工作室以前，王鑫对登记窗口

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企业提出申请—窗口

受理”的单一模式，对企业的成长并不熟

悉。但徐敏却提出开展大调研工作，带领

工作室团队深入企业，实地走访，了解企业

生存现状，听取企业各种需求建议。这让

王鑫对登记窗口有了重新的认识——原来

窗口服务不能真的把自己局限于小小的窗

口内，而是要转变思路，树立“有限职能、无

限服务”理念，走近企业，充分尊重、了解企

业心中意愿，帮助有需求企业，把具体工作

做实做细。

例如，多家孵化器平台负责人都提

到场地不足登记有限的问题。企业在新

注册时，往往认为只能按照产权备注信

息以楼层为单位来登记，故造成可供注

册使用的办公场地极度匮乏，但实际上

很多企业只是租用了其中一个工位进行

办公。徐敏对此提出建议，产权人是可

以通过对楼层整体进行物理分割的形式

来进行注册的，未来还将进一步推动孵

化器“工位登记”新模式来帮助企业登

记，让更多的创业者在孵化器平台落地

生根。

同样是新兵，张晓彤说徐敏更像是

“家长”，“我刚加入工作室时，徐老师就告

诉我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不要只专注固

有的知识，随后就给了我两本很厚的法律

法规书籍，并告诉我随时可以去找她，还

说工作室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业务骨干都

是来自各个科室的精兵强将，可以跟他们

学业务。”张晓彤说，这对刚进入职场的新

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自己有了坚

实的“后盾”。

在工作室的墙上，几封感谢信和几张

赠送锦旗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徐敏

和同事辛勤付出的见证。徐敏常说，“大

家能做的事我要做得更好，大家做得好的

事我要做得再好一点。”作为创新工作室

的带头人，她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比

以前更重。去年开始，徐敏逐渐离开了注

册窗口一线，专心于工作室的研究服务工

作，但她觉得自己的舞台更大了，“虽然从

一线转到幕后，但 25 年的注册经验让我

更能精准发挥作用，有了更多的用武之

地。”徐敏笑说，忙碌的时间总是很快，但

共产党员的青春永在，将继续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带领工作室成员在平凡坚守中

追求卓越，为浦东开发开放扬帆再起航贡

献力量。

“有力度”的改革+“有温度”的服务
——记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近期，小微企业“凯莫屋建
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拟发
展互联网业务，申请增加经营
范围。然而，窗口干部在经营
范围表述所参考的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中未查到企业提出的行
业类别。“徐敏创新服务工作
室”接手了这一问题，最终提出
了一个既不违反政策规定，又
令申请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事后，工作室带头人，党的
十九大代表、浦东市场监管局
注册许可分局党总支副书记徐
敏总结说，对于浦东小微企业
在登记中遇到的困难，不能因
为是“小问题”就忽视不管，而
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去帮助他
们积极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精准服务，提升企业感
受度。

这就是徐敏创新服务工作
室的日常，企业注册有疑难杂
症，工作室就来帮助研究解
决。浦东开发开放29年，发展
的脚步从未停歇，自贸区设立、
科创中心建设……众多改革举
措从浦东起步。在浦东改革开
放再出发的路上，徐敏带领着
团队以耐心、巧心、真心，不断
为企业解决市场准入的急难问
题，为浦东营商环境的持续提
升发挥力量。

■本报记者 蔡丽萍

“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针对企业提出的发展需求，制定切实有效的方案措施，使

工作室成为一个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提高企业获得感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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