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2月 1日 星期一

经济视点9 责编/冯珉 版式/ 孙冠贤

·调查·

重大项目如何强基赋能⑨

简政放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本报记者 冯珉

近年来，我省把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有效解决政策难点、执行堵点、
监管盲点、服务痛点，创优“四最”营商环境迈出更为坚实步伐。

对标一流促提升，简政放权添活力

近日，省政府印发《安徽省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决定从 3 月 1 日起，在全省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对 532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中央层面设定 523 项、我省地
方层面设定 9 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
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志宏表示，这是我省深化“放管服”改
革、创优“四最”营商环境的又一重大举措，必将有效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实现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我省全力打造“全省一单”权
责清单制度体系，持续压减行政审批事项，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
点“一枚印章管审批”，更加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20 年以来 ，我省聚焦等高对标长三角 、更好服务企业 ，对
涉企服务存在的差距进行全面比对、整改提升，全省营商环境建
设水平进一步提质提效。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知识产权保护社
会满意度调查我省位列全国第 3，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绩效考
核位列全国第 4，《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
评估报告》显示我省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居全国第 5。 携手沪苏浙
在合肥市发布 《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互认应用合作共识 》，实现
驾驶证行驶证等 11 类电子证照互认应用 、104 项高频事项长三
角地区 “一网通办 ”、601 项移动端服务 “无感漫游 ”，服务数量居
长三角地区前列。

目前，省级权责事项精简至 1339 项，其中，省级行政许可事项
精简至 192 项，审批环节比 2019 年减少 427 个、材料减少 572 件，
承诺审批时限压减 22.39%、提前实现比 2019 年平均再减少 1/5 的
目标。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入实施，审批时间压至 90 个
工作日内，部分市压至 75 个工作日，老旧小区改造、社会投资的新
建及改建等小型风险项目审批事限压至 40 个工作日。

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深化， 全面开展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试点和
“智能审批”改革试点，截至 2020 年底，全省市场主体达 587.82 万
户、增长 14.26%，企业简易注销 4.9 万户、占企业总注销量 47.9%。
此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水平显著提升，全省共获授权发明专
利 2.14 万件、增长 43.3%，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5.4 件、增长
30.5%，中国（合肥）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
意。 创新创业创造环境持续改善，市场主体活力、创新能力持进一
步提升。

“一网一门一次办”，便捷服务优体验

在芜湖自贸试验区综合服务中心，7×24 小时无人政务服务超
市颇受欢迎，提供包括涉企证照在内的 15 个政府部门 268 项“热
门”政务服务事项的自助办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成
为常态。

放眼全省，以“一网一门一次”改革为目标，我省持续深化便民
利企改革，以 7×24 小时不打烊“随时办”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实现“指尖上”办事、“网购式”体验。

深化“全程网办”成果、拓展服务内容，个人事项基本实现“全程
网办”，行政许可类事项全程网办率超 90%。 在企业开办“全程网
办”基础上，推动实现 326 项“一件事”全程联办、546 项社会服务掌
上可办；发布上线 7×24 小时政务服务地图，为企业群众提供全覆
盖、精准化、个性化、智慧化服务，地图已关联全省 2.3 万个服务场
所、近 6000 个自助终端、191 万个服务事项，日访问量约 39.3 万人
次，用户满意度达 99.6%；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全面推进综合窗口
改革，综合窗口入驻率达 95.24%，服务事项 2382 项、占比 95.9%，
加快实现“一站办”“一窗办”“一次办”；在市县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水、电、气报装窗口，在政务服务网和“皖事通”App 上线报装申请功
能，政务服务“好差评”满意率 99%。

出台《安徽省 2020 年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实
施方案》，深化医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广医保电子凭
证应用，实现居民参保缴费、挂号就医、费用结算、药店买药“一网通
办”“码上办理”和长三角跨省异地门诊直接结算。

系统推进求突破，关键指标齐提升

我省对标世界银行和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从服务企业全生
命周期、提升投资吸引力、优化监管与服务等维度，制定并实施创优
营商环境升级版提升行动，实时动态开展营商环境监测评价，深入
实施“四送一服”双千工程，推动营商环境各领域关键指标实现整体
性提升。

目前，“四送一服”共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 10.9 万个，对接融
资 605.52 亿元，解决用工 22.2 万人，落地科研项目 477 个，对接用
地 10.16 万亩。

第三方营商环境评价显示：企业开办方面，全省 16 个市全面建
成企业开办“一日办结”服务平台，公章刻制免单和营业执照免费寄
送等全面兑现，税务 UKEY 全部免费发放；不动产登记方面，全省
平均需 1.6 个环节、3.75 件材料、1.7 个工作日办结，较 2019 年分别
减少 0.8 个环节、2.44 件材料、1.6 个工作日；用电方面，全省低压用
电报装平均需 2 个环节、1.31 件材料、1.16 个工作日，较 2019 年分
别减少 1 个环节、0.15 件材料、0.33 个工作日；用水方面，全省报装
平均需 2.9 件材料、3 个工作日办结，较 2019 年分别减少 0.6 件、3.1
个工作日，基准水价平均 1.75 元/立方米，较 2019 年下降 0.03 元；
用气方面，全省报装平均需 2.9 件材料、2.8 个工作日办结，较 2019
年分别减少 0.7 件、10.2 个工作日， 基准气价平均 3.13 元/立方米，
较 2019 年下降 0.13 元；获得信贷方面，小微企业贷款累放额增长
34.75%，贷款平均利率 5.54%、较 2019 年下降 0.7%。

第三方评估显示 ，2020 年前三季度全省营商环境满意度达
97.6%，较 2019 年提升 1.1 个百分点，全省营商环境呈现持续向好
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我省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创
优“四最”营商环境上推出一系列举措———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三大工程全速推进

最后 4县将迈入“高速时代”

眼下，虽然时值隆冬时节，但在皖北
平原、皖南山区的“县县通高速”施工一
线， 广大建设者正在抢时争速、 尽锐出
战，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今年，我省加快固蚌高速（35.79 公
里）、芜黄高速（116.12 公里）、池祁高速
池州至石台段（38 公里）建设，确保 2021
年建成通车。 届时，固镇、泾县、旌德、石
台， 这最后 4 个不通高速公路的县将迈
入“高速时代”。

固蚌高速是安徽省规划的 “徐州至
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全线
位于蚌埠境内，起于固镇县石湖乡，终至
淮上区吴小街镇， 通过洪集枢纽连接宁
洛高速。项目建成通车后，固镇前往蚌埠
市将缩短 40 分钟车程。

芜黄高速是安徽省 “五纵九横”高
速公路网 “纵二 ”徐州至福州高速公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结束泾
县 、旌德两县不通高速的历史 ，对支撑
皖南“全域旅游”，促进我省区域协调发
展、融入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具有重要意义。

池州至祁门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
路德上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 也是安徽
省“五纵九横”高速公路网中“纵三”的一
段， 项目北接池州长江公路大桥， 南连
S42 黄祁景高速， 作为池祁高速一期工
程的池州至石台段，是安徽省“县县通高
速”的关键项目。 建成后，石台县群众就
近就能上高速，半个小时可以到达池州。

自 2020 年“县县通高速”攻坚行动
实施以来， 各参建单位全力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 ，2020 年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
261.4%，为 2021 年实现“县县通高速”目

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将‘县县通高速’作为今年‘一

号重点任务’，竭尽全力，确保 3 个项目
按期通车。 ”日前，省交控集团董事长、党
委书记项小龙表示。

建设者全力鏖战

集中力量破解技术难题

1 月 26 日，位于皖南山区的芜黄高
速项目施工现场传来好消息， 该项目全
线 18 座隧道全部贯通。

“雾岭头隧道贯通，意味着芜黄高速
全线隧道工程完工。 ”芜黄高速项目办副
主任刘拓说， 芜黄高速属于典型的山区
高速，桥隧比达 40.6%，其中，雾岭头特
长隧道长 5706 米，是岳武高速明堂山隧
道之后，全省第二长隧道。

为确保隧道工程如期完成建设任
务，该项目办引导党员干部集中力量破
解技术难题。 针对地材短缺、价格飞涨
困局 ，党员带头开展 “隧道洞渣加工再
利用”专题攻关。 洞渣岩性不适合混凝
土骨料加工的 ，用于路基填筑 ；岩性较
好的 ，加工成优质机制砂石 ，实现循环
综合利用。

隧道工程的如期完工， 吹响了全线
项目的“冲锋号”。目前，全线项目已经从
先前的流水作业变为平行作业。 从去年
12 月份开始， 日均投入施工人员 7000
余人，施工设备 2600 余台套，较常规施
工增加约一倍投入，确保施工进度。

浍河特大桥是固蚌高速的节点工
程， 全长 2.61 公里， 主桥是安徽省高
速公路上第一座组合梁系杆拱桥 ，引
桥采用钢板组合梁结构 ， 整体技术要
求高。

“为避免汛期影响，我们去年上半年
调动一切资源，牢牢锁定关键线路，大桥
柱墩立柱在汛期到来之前全部完工，不
仅保证了大桥安全度汛， 也节省了建设

工期。 ”固蚌高速项目办主任房涛介绍，
攻坚行动启动以来，该项目办开展“百日
攻坚”劳动竞赛，成立了大桥党员突击队
和党员先锋示范岗。 目前全线桥梁工程
已近尾声，计划春节前实现合龙。

“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 ”在
池祁高速池州至石台段 01 标施工现场，
项目办主任孙狂飙表示，攻坚行动以来，
项目办全体人员加班加点， 以更多时间
和精力投入“百日劳动竞赛”和“县县通
高速”攻坚行动中。 按照计划，池祁高速
池州至石台段今年 3 月底完成路基防排
水工程；4 月底完成隧道主体工程；6 月
底完成路面水稳基层，石台东互通、服务
区等房建工程预计 8 月份完成……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织密全省高速公路网

“芜湖长江二桥的开通，增强了我们
企业的区位优势， 拉近了与江南一带城
市的距离， 对销售市场的开拓和人才的
引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来自无为的
安徽尚纬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怡介
绍，芜湖长江二桥通车以后，跨江时间仅
需 30 分钟，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
遇。得益于区位和交通优势，无为市围绕
电线电缆首位产业， 延伸发展特种电缆
材料、电缆设备制造、智能电网装备制造
等上下游产业， 成为我省发展最活跃的
产业集群之一。

2017 年， 芜湖长江二桥建成通车；
2018 年，滁淮高速、广宁高速建成并投入
运营；2019 年， 池州长江公路大桥建成
通车；2020 年， 滁州西环高速通车……
“十三五”期间，省交控集团始终把“稳投
资”作为首要任务，重点实施高速公路网
化和扩容两大工程，持续扩大有效投入，
建成 10 余条高速公路、3 座长江公路大
桥，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近 600 公里、
改扩建通车里程 201 公里。

俯瞰江淮大地，一座座跨江大桥，横
贯南北，天堑变通途；一条条高速公路，
四通八达，纵横捭阖，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动脉”作用愈发凸显，大大提
升了群众的出行体验。

然而，我省交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依然存在，高速公路密度与高速线
网日渐饱和的苏浙沪相比，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 省际公路仍然是薄弱环节，一
些断而不通 、通而不畅的 “断头路 ”“瓶
颈路”， 成为制约交通一体化的堵点和
痛点。

为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 我省积
极推进高速公路“稳投资”，密织高速公
路网。 “十三五”期间，我省累计开工高速
公路 37 条， 约 2228 公里， 其中新建成
12 条 631 公里，完成 4 条高速公路改扩
建约 201 公里，“五纵九横” 高速公路主
骨架加速形成，合肥对外辐射线—合宁、
合安、合芜等高速公路实现八车道通车，
到 2020 年底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4900 公里以上，高速公路网可覆盖 93%
县（区）的主城区，83%的规划 5 万以上
人口乡镇，69%的全国重点镇。

随着“县县通高速”项目全面展开，
我省高速公路网建设按下“快进键”。 根
据 《安徽省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地区交
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实施方
案》，到 2025 年，我省高速公路密度将达
到 485 公里/万平方公里以上 ，在 “县县
通”基础上，实现所有县城通高速公路。
届时， 安徽高速公路网覆盖率将进一步
提升，老百姓的出行体验更加快捷舒适，
承东启西、 连南接北的安徽将更具发展
活力！

电力赋能脱贫路

■ 本报通讯员 穆靖宇

本报记者 田婷

从皖北平原 8.2 万眼机井通电，到全省
自然村动力电 100%全覆盖； 从 242.3 万千
瓦容量光伏扶贫发电全额消纳，到原水电供
区 50 万名百姓用上国网电……“十三五”以
来，国网安徽电力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电网建
设，做好扶贫重点项目供电保障，带动当地
群众脱贫致富。

去年， 阜南县蒙洼蓄洪区在蓄洪期间，

乡亲们住在庄台，电没断、水照供、生活用品
有人送。 为了做好蓄洪区的电力保障，2018
年，国网安徽电力就提出了行蓄洪地区“主
动防御”的电网建设理念，投资 7.5 亿元建设
主动防御性电网。 经过两年的改造建设，蓄
洪区供电可靠性得到极大提高，实现了“水
进电不退”。

原水电供区电网供电能力不足，当地居
民面临电压不稳、时常停电等困扰。 自 2020
年开始，国网安徽电力接收我省 6 个原水电
供区电网，全面实施改造。 截至 2020 年底，

该公司在原水电供区已累计投资 12 亿元，
积极补上电网薄弱短板， 促进群众生活改
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阜南县蒙洼蓄洪区及原水电供区用电
的变化，是我省“十三五”以来，加快推进贫
困地区电网建设的缩影。 2013 年初至 2020
年底，国网安徽电力累计对全省 31 个贫困
县配电网投资 255 亿元，加大对贫困县、大
别山革命老区、 淮河行蓄洪区电网农网投
资倾斜；在全国率先完成农网改造升级“两
年攻坚战”， 全省自然村动力电全覆盖，贫

困地区户均容量达 2.65 千伏安， 超过国家
“十三五”规划目标。 电力供应水平提升了，
致富的路更宽了。 “十三五”以来，国网安徽
电力第一时间响应扶贫产业、 扶贫项目等
用电需求， 简化办电流程， 压减接电时间，
降低扶贫企业办电成本， 为全省 3025 个产
业扶贫园、46.5 万户贫困户创业就业赋予强
劲电能。

光伏扶贫，实施简便见效快，“晒一晒太
阳就能发电卖钱”。为了让光伏早并网、群众
早受益，国网安徽电力开通“绿色通道”，加
快配套电网建设，做到“电网等电站”；建成
新能源消纳全时空调控平台，实现扶贫光伏
100%消纳。截至 2020 年底，我省享受光伏扶
贫分红的贫困户有 47 万户； 光伏扶贫累计
发电 75.3 亿千瓦时， 为贫困群众带来 67.69
亿元收益； 开发光伏扶贫公益岗位 11.48 万
个，“稳就业、托底线、救急难”作用显著。

随着固蚌高速等 3个项目加快建设，安徽最后 4
个不通高速公路的县今年将迈入“高速时代”———

““县县通高速””按下““快进键””

�� 图为 GG4400 沪陕高速滁州支线。。 本报通讯员 沈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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